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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琦 3聚焦“一带一路”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安蓓、孙
奕、李萌)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
共享合作成果——— 中国首倡主办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落幕，为“一带
一路”建设开启新的航程。

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
步向前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一带一
路”建设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文明交流的渴
望，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共同发展的追
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类社会描绘出
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景。

携手应对挑战 为世界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

作为高峰论坛的诸多成果之一，中国商
务部与 60 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共
同发布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
议。倡议参与方一致认为，有必要推动“一
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实现更具活力、更
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推动减贫的重
要工具。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贸
易壁垒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合作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世界贸易组织总
干事阿泽维多说，“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
动贸易便利化将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全
球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固，贸易和投资低
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
剧；战乱和冲突、恐怖主义、难民移民大规
模流动等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突出。面对
重大挑战，是携手应对还是独善其身？

“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
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
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
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
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
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精辟地
指出。

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
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

“‘一带一路’倡议将重塑全球经济秩
序，引领新的全球化 2 . 0 。”美国《纽约

时报》近日发表文章称，任何外国领导人、
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国际银行家，都不
可能忽视中国推动重构全球贸易的这种努
力。

这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
正确抉择。“‘一带一路’倡议展现了巨大
的包容性，它推动跨大洲互联互通，带来和
平和发展的空间，属于所有参与以及尚未参
与的国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

实现协同联动发展 更好造

福各国人民

“你在别人干渴时给予的一碗水，将换
来天长地久的友谊。”在 14 日举行的“增
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上，来自巴基斯
坦瓜达尔市的纳塞姆讲述了“法曲尔小学”
诞生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 400 多位与会
者。

曾经，纳塞姆的家乡没有一所学校。
2016 年 8 月，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出资
建设的小学顺利竣工，目前已接收 340 多名
学生入学。而纳塞姆本人，则来到中国的大

学学习汉语，学成后将回到这所学校任教。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一带

一路”建设之所以成为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正是因为抓住了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
回应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2011 年底，中国制鞋企业华坚集团进
入埃塞俄比亚设厂。截至目前，已在当地安
置就业 6000 人，累计出口创汇 8000 万美
元。

“繁荣发展是各国人民共同的追求。我
们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就业和收入，更以
行动向他们传递了通过努力工作实现美好生
活的信念和途径。”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
说。

“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
来，而是通过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产
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通过互联互
通，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
置、市场深度融合，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
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一体化愿景
有很高的契合度。非洲 2063 年议程重视工
业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愿景连接亚欧非大陆，在这个
过程中将帮助非洲融入世界经济。”埃塞俄
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实施，把绿色技术和绿色投资
带到沿线国家，促进经济、社会、人文等领
域深入交流。

行稳致远 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
之路、文明之路——— 高峰论坛为“一带一
路”建设擘画方向和路径。

“促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工
程”“区域合作、发展与增长的典范”“现
代史上的一项重大倡议”……高峰论坛上，
与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领导人
对“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评价。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与会代表的共同心
声。

“我们需要证明世界经济能够为全世界
人民服务，需要让联合国的所有伙伴都能够
实现公平、公正、共同的繁荣，‘一带一
路’提供了这种可能。”古特雷斯说。

《“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丝路
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高
峰论坛形成了 270 多项具体成果，将对“一
带一路”建设形成有力支撑，增强各方推进
合作的信心。

俄新社发文说，“一带一路”建设中没
有输家，每一方都是赢家。倡议虽然由中国
提出，但它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项
目，不仅惠及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也能为
其他国家提供诸多机遇。

植根历史，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世界
共享。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梦
想，“一带一路”倡议正转化成为发展的红
利、人民的福祉。

“‘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古代丝绸之
路的历史土壤，点亮的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星
空。它将推动跨境乃至跨大洲的融通，惠及
世界大多数人口。”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

实现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述评之三

新华社福州电(“中国网事”记者黄鹏
飞、宋玉萌)80 多年前， 12 岁的徐均棠从
闽粤山区一路南下，随着母亲漂洋过海，到
达印度尼西亚邦加岛。海浪重洋，家国万
里。如同无数“下南洋”的先辈一样，徐均
棠再未回到故乡。

时光荏苒，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各
国广泛关注的今天，徐均棠的后人正和许多
华裔后代一起，追溯着祖先的足迹，带着从
小听说的家族历史，怀着血脉中的故土情
怀，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南渡

以家谱记载，徐均棠为广东蕉岭徐氏东
海堂第 21世。在他之前，祖父与父亲都从
这条海路外出谋生，但妻儿仍留在中国。自
他以后，徐氏一家开始扎根印尼，并一代代
开枝散叶。

“下南洋”最早从唐宋时期已有记载，
20 世纪初期，越来越多闽粤移民为躲避战
乱远渡重洋，纷纷到万里之外“讨生活”，
徐均棠的父亲徐善元就是其中一员。只身来
到邦加岛槟港，徐善元从贩卖猪肉开始打
拼，而后又做起了餐馆生意，慢慢地攒了一
些钱，把妻小都接来印尼团聚。

等徐均棠到印尼时，家中已经可以资助
他做起一些小生意。 18 岁时，徐均棠和同
龄移民一样，骑着一辆老自行车，开始在西
爪哇与南苏门答腊一带乡镇游走做小买卖，
有时也到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地
谋生。因勤快节俭，又好学机灵，他很快有
了一些积蓄，回到槟港经营起了布装、洋货
生意，家业也从此兴旺起来。

1950 年，徐均棠与同乡曾氏结婚，在

槟港养育着 4 男 2 女。长子徐启忠至今记
得，父亲徐均棠从广东蕉岭到印尼时带的木
箱行李中，整整齐齐地放着《三字经》《增
广贤文》《乾隆字典》以及各类诗词集册。
这些来自故乡的文字被家族细心保留了多
年，俨然成为了他最重要的文化记忆。

尽管自己没受过太多教育，徐均棠对子
女的要求却十分严格。“家中以说客家话为
主，我们兄弟姐妹在印尼长大，但都学会了
客家方言。”数十年后，徐启忠仍然记得，
每逢华人传统节日，父亲母亲都要认真地庆
祝，这也成为家庭内的一个不成文约定，一
直延续至今。

“子孙虽愚，华文不可不读。”徐启忠
成人后，徐均棠这样对他说。这句话也成为
了影响徐启忠一生的诫言。

连“根”

或许是继承了祖辈的经商头脑，徐启忠
从中学起就在店铺帮忙跑腿，而后又去了新
加坡巨港经营烟草与糖果店，在雅加达的外
资公司打工，很快便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
验。尽管多年在外游历，他仍然趁着在新加
坡务工的机会，学到了不少基础华语和中华
文化。

1985 年， 30 岁出头的徐启忠开始自立
门户，成为了万鸦老的一名贸易批发商。与
雅加达、槟港等传统华人聚集地不同，万鸦
老位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北苏拉威西省，是
早期葡萄牙与荷兰的重要殖民地之一，也是
近代海上香料贸易的重要驿站。

游商经历和生活环境中多元的文化氛
围，让徐启忠变得比父辈更加“国际化”。
“虽然是位‘严父’，但我在家庭当中却是

最‘民主’的。”徐启忠说，自己曾要求每
个子女必须学习一门印尼语之外的语言，汉
语是第一选择，为此他还特地请了老师到家
里补习。

然而，因为没有华文语言环境，长子和
两位女儿最后选择改学英语，而徐启忠也未
加强求，依然支持他们前往澳大利亚、菲律
宾留学。只是每逢中华传统佳节，他都尽量
耐心地讲解节日习俗和故事，“孩子一知半
解，但我也不灰心冷意，尽自己有限的能力
做好就是了。”

直到 2010 年，三女儿徐丽雅开始读初
中，情况发生了一些转变。徐启忠发现，随
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印尼人选择
学习中文，华文教育和补习班在印尼各地兴
起。这让他觉得不能再等，必须赶在“大时
代来临之前”，让孩子学好汉语。

如今，年事渐高的徐启忠已经将家族生
意交给长子徐思维，而自己则将精力转向华
文教育和当地社团活动。

2016 年，徐启忠开始担任北苏拉威西
省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和万雅佬客属福利
基金会会长。同年，徐丽雅从印尼来到厦
门，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学习中文。在她的
行李箱中，还放着父亲徐启忠送的一本印华
双语词典。

北归

2016 年，万鸦老首次开通中国直航航
班，每周有 4 趟航班往返于万鸦老和中国多
地，覆盖了武汉、长沙、重庆等 7 个城市。
伴随着航班来到这个著名潜水胜地的，还有
成千上万的中国旅客。

据当地官方统计， 2016 年，有超过 3

万名旅客到万鸦老市旅游，其中来自中国的
旅客占绝大多数，而这也给北苏拉威西省带
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为促进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北苏拉威西
省于 2016 年开始委派学生到中国学习汉
语。当年 9 月，首批 20 名中学毕业生被分
别送往中国就读，其中就包括 19 岁的徐丽
雅。

如今，徐丽雅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学习生
活。第一个学期，她以 95 . 3 的平均分在班
级位列前茅。

“很多汉语言文化，对于非华裔的学生
而言需要较长时间消化，但她往往马上就能
掌握，这跟一些中华文化传统在家中延续未
断是分不开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师郑
雪芳说，随着近年来“汉语热”兴起，每年
有超过一千名境外学生在该校学习汉语。

在徐丽雅眼中，学习汉语既有父辈的期
望，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这位华裔少女熟
知张艺兴、 Anglababy 等中国新生代艺人，
喜欢在 YouTube 上看汉语娱乐节目，期待
着接触更广阔、更现代化的中国。她说：
“中国有高效快速的交通，发达的互联网经
济，我在一个班级能认识到几十个国家的学
生，这些都是在印尼没有见过的。”

如今，徐启忠在印尼的事业也有了新进
展，正带领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为当地导游提
供华文对话培训。在徐启忠眼里，自己所做
的正是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搭建语言沟
通的桥梁。

从祖辈漂洋过海“下南洋”，到如今后
辈们为了交流合作、文化“回归”而各自努
力，这是一个华裔家族的百年记忆，也是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百年往来与变迁
的缩影。

一个南洋华裔家族的“南渡”与“北归”

▲徐均棠一家于 1964 年在印尼邦加槟
港拍摄的全家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徐丽雅(前排左二)获得官方奖学金到位于厦门的华侨大学学习汉语，并以优异的成绩获
得老师认可(资料照片， 2016 年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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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记者孙辰茜)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18 日表示，中方欢迎拉美
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让“一带一路”倡议惠及
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好地促进
世界繁荣稳定。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联合国拉美和
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近
日呼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她表示，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现在遇到一个加
强与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联
系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向我们提出一
个连接文明、共享繁荣的提议。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智利和阿根廷
总统以及近 20 位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部级官员及地区组织负
责人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联合国拉加经委会
执行秘书巴尔塞纳女士参加高
级别会议政策沟通平行会议并
代表拉美发言。参加论坛的拉
美代表均表示愿推动地区和本
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
对接，加速南半球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南南合作。这反映出
“一带一路”倡议契合拉美国家
发展需要，响应了各国加强互
联互通和互利合作的迫切愿
望。

华春莹说，拉美和加勒比
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集
中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
伴。近年来，中拉各领域合作全
面快速发展，进入了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新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各国都是平等的
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欢迎拉美国家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用
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和合作方式推动各领域务实
合作，让“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好地促进
世界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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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朱婉君、陈瑶)阿根廷日
前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如获准，亚投
行内拉美国家将达到 6 个。分析人士指出，拉美国家纷纷
“入行”契合了拉美发展需求，也会助推中拉合作迈向更高
层次。

缩减拉美基建“赤字”

随着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以及国际贸易持续低迷，
以出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的拉美国家陷入出口不畅、
增速放缓的不利境地。此外，落后的基础设施进一步降低了
出口产品竞争力，发展瓶颈亟待破解。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
出，为解决“历史旧账”、保障经济发展，拉美国家 2012 年至
2020 年需在基建领域投资 3200 亿美元，年支出规模应占
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 . 2%，而近 10 年这一比例仅为 2 . 7%。

“拉美国家普遍面临设施落后和资金短缺这两大难题，

而亚投行可助其一臂之力，这是吸引拉美国家加入亚投行
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
勇说。

张勇指出，鉴于部分新兴经济体近年增长较为强劲，亚
投行具有资金优势，同时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
成，其投资项目储备较为丰富。

目前，中拉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企业
参与了合作建设阿根廷基什内尔-塞佩尼克水电站和贝尔
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二期工程、玻
利维亚鲁雷纳瓦克公路、哥伦比亚马道斯高速公路等重大
项目。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加入亚投行将为未来两国共
同推动在基建领域的合作项目提供更多融资渠道。

包容理念吸引拉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岳云霞认为，
亚投行拉美“朋友圈”的进一步扩大，无疑将向其他拉美国
家释放积极信号，传递亚投行开放、包容、共享理念。

对此，委内瑞拉驻华大使伊万·塞尔帕表示认同。他指
出，亚投行自成立以来就体现出“包容性”，旨在推动全球多
极化、多中心化发展。

在秘鲁驻华大使卡普纳伊看来，亚投行的另一大突出
特点，是投票权的“民主性”。“亚投行的投票权不只与股东
出资权益挂钩，这跟其他多边金融机构不同。”他说。

根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亚投行的总投票
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
员投票权三部分组成。其中，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
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
投票权的比重约为 15%。

此外，岳云霞指出，除了与传统的多边金融机构形成互
补外，亚投行还为拉美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好
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渠道，有助于提升其国际话语权和影
响力。

中拉合作搭上快车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时表示，拉美国家不仅需要修建港口、机场、油气管
道、数字光缆，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国家开展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合作。而加入亚投行有助
于尽早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期待与亚投行的合作，也相信亚投行能在拉美找
到优秀的合作伙伴，比如美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等长
期投资拉美基础设施领域的金融机构。”巴切莱特说。

目前，中拉金融合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国工商银行、中
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已在拉美设有 10 多
家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巴西、阿根廷、苏里南、智利
等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并在阿根廷、智利指定人民币业务
清算行。此外，中国设立多个专项贷款、优惠贷款、合作基
金，为中拉全方位合作提供金融支撑。

“亚投行在拉美地区的发展，能够拓宽中拉之间的金融
合作广度，使双方形成在贸易融资、项目融资、基础设施项
目融资安排、金融信贷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进一步发挥金
融在中拉合作中基础支撑性作用。”岳云霞说。

拉美国家缘何

纷纷加入亚投行

●“‘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一体化愿景有很高的契合度。非洲 2063

年议程重视工业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愿景连

接亚欧非大陆，在这个过程中将帮助非洲融入世界经济。”

——— 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实施，把绿色技术和绿色投资带到沿线国家，促进经济、社会、人文等

领域深入交流。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一带一路’倡议将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引领新的全球化 2 . 0 。”任

何外国领导人、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国际银行家，都不可能忽视中

国推动重构全球贸易的这种努力。 ——— 美国《纽约时报》

●“一带一路”建设中没有输家，每一方都是赢家。倡议虽然由中国

提出，但它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项目，不仅惠及开展贸易往来

的国家，也能为其他国家提供诸多机遇。 ——— 俄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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