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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10 月 11 日电(记者张玉洁)时隔 72 年，
常书鸿、常沙娜父女的敦煌艺术作品再度集结。正在甘肃
省敦煌市举办的《花开敦煌》展览上，观众流连精美画
作，在穿越时空的艺术对谈中，感受着两代留洋艺术家毕
生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创新的情怀。

常书鸿是中国著名油画家。 1927 年起，他赴法留学
9 年，作品被法国国家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等机构收
藏。本次展览的《画家家庭》，是常书鸿在法国创作的全
家福自画像。画中，常书鸿西式装扮、文质彬彬，妻子身
着花色旗袍，怀中女儿常沙娜笑语嫣然。

“看这幅油画，可以感受到常书鸿一家在法国富足的
生活。”《花开敦煌》策展专员曾皓暐说，“ 1947 年创
作的《敦煌农民》，画风就大不同了，很苍凉。”

转变来自 1935 年塞纳河畔的一瞥。常书鸿在书摊偶
然翻看《敦煌石窟图录》，千年前的敦煌画作深深打动了
这位擅长油画的艺术家。少有考虑透视，中国传统绘画仅
靠充满想象力的线条就创造出绝佳画作。

常书鸿从此心念于此，终于在 1943 年抵达大漠敦
煌。次年，莫高窟的第一个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
所”在疮痍之上建起，常书鸿任所长。

那时敦煌十分贫苦，已废弃百年的莫高窟更甚。天旱
风沙卷，住土房，喝碱水。要想吃上新鲜菜，就得放下画
笔、拿起锄头自力更生。

但在常书鸿眼里，全是古代画工创造的斑斓世界。这
座始建于公元 366 年的佛教洞窟，保留下了 4世纪至 14
世纪共计 4 . 5 万平方米的精美壁画，青绿山水，飘舞飞
天，美不胜收。他醉心艺术世界，临摹下了唐代画作《张
议潮统军出行图》等作品。

“当时众多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要想进窟临摹就得爬
‘蜈蚣梯’。”曾皓暐指着一张照片说，照片上，常书鸿踩着高
梯，向洞窟攀爬。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常书鸿短暂离开敦煌，不
少人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一年后，常书鸿带着他动员来
的一批年轻艺术家回到了敦煌。

“常先生把自己一生献给了敦煌，成为敦煌的守护
神。没有坚守的品质，怎么能在艰苦条件下让机构逐渐壮
大？”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

1946 年，常书鸿与 15 岁的女儿常沙娜在兰州联合举
办莫高窟临摹作品展，引发媒体关注。《花开敦煌》是
72 年后父女作品再度合展。而这时，常沙娜已经 87 岁
了。

常沙娜生于法国，“沙娜”二字取自里昂索恩河的音
译。她曾留学美国攻读绘画，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等校任
教，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院长十余年。

与父亲“守护者”身份不同，常沙娜是敦煌艺术
的“解密人”。对敦煌艺术的创新性转化是她毕生的
追求。

展览展示了多幅常沙娜少年时期的壁画临摹作品。在
十多岁小女孩的画笔下，《五百强盗成佛图》等敦煌壁画
名作清新生动。“我也很‘洋’过，但最后还是靠在敦煌
练成的‘童子功’来创新，把敦煌图案与现代工艺结合发
展。”常沙娜说。

上世纪 50 年代，常沙娜在参与人民大会堂、民族文
化宫等设计时，就从敦煌壁画中汲取了凿井、华盖等古代
艺术的营养。此后，她持续进行敦煌图案研究，聚焦一朵
花、一条线、一段纹，庞杂的敦煌在微观处绽放华彩。

1986 年出版的《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是常沙娜敦
煌图案研究的精华，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敦煌服饰艺
术的著作。展览展出的书籍手稿上，满是常书鸿用红笔留
下的圈圈点点。常沙娜在扉页写道：“珍贵的原稿，有着
爸爸亲笔修改的笔迹。”
时至今日，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仍孜孜不倦地从事

着敦煌艺术再创造，让沉寂在敦煌壁画中的服饰焕然新
生。“创新是对的。但创新有一个基础，就是必须尊重原
作，把历代不同品种、不同特色的作品稳稳当当地弄明
白。”

常沙娜说，父亲深受西方艺术熏陶，但当得知敦煌莫
高窟后便心生崇敬，下了艰难的功夫学习、保护敦煌。今
天的艺术家仍需好好学习民族的东西，了解莫高窟这座一

千多年承前启后的艺术长廊，让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走得
更远。

花开敦煌：穿越时空的敦煌艺术对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美方近期
将中国经济发展归功于美国对华的贸易投资，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 11 日表示，美方言论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事
实，混淆视听。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中国自身不断
推进改革开放得来的。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的。中方数据显示，自 1987 年我国有外资统计以来，中
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20026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投资
813 . 6 亿美元，占 4 . 06% 。

“我们不否认美国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但中
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靠中国
人民自己奋斗干出来的。”他说。

高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始终坚
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向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对全球经济
贸易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30% 。据世贸组织统计，自 2001 年至 2017 年，中国货
物贸易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由 3 . 8 % 增加到
10 . 2% ，服务贸易进口比重由 2 . 7% 增加到 9 . 1% 。

他强调说，中国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搞所谓的“经
济侵略”。相反，中方希望与所有经贸合作伙伴共享机
遇，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高峰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将继续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中
国经济在开放条件下向高质量发展。

针对美方指责中方采取所谓的与自由和公平贸易不相
符的政策工具，高峰表示，我们始终恪守世贸组织的基本
原则和规则，希望美方不要为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寻
找借口，应该以建设性方式，采取务实举措，真正维护中
美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维护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美方近期
称中方在贸易摩擦中的反制涉及干涉美国内政，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 11 日表示，这是中方为捍卫自身利益和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作出的理性、克制反应，无意干涉美国内

政。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说，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为维护两国经贸合
作大局，中方不愿打贸易战。中方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
康发展的初衷没有改变，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决心也不
会改变。

美方还有声音指责中方在贸易摩擦中试图以威胁方式
影响美国商界领袖，对此高峰说，中国对于美国的企业和
企业家始终是欢迎的，相信他们自有评判。

“据我们了解，倒是有不少美国商界领袖不赞成对中
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他说。

美方还称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以逼迫中方进一步

开放，高峰回应说，美方霸凌主义、极限施压的做法，
对中国不起作用。可能美国对运用所谓自身实力干预别
国经济的做法已习以为常，但升级贸易摩擦无助于双方
分歧解决。同时，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
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正在迈
向高质量发展。

他说，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存在一定
程度的竞争是正常的。建交近 40 年来，中美经贸关系
虽然经历波折，但双方都能通过对话与磋商妥善解决分
歧，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本质，保持前行。希望美方不
要误判形势，在平等、诚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
对话和磋商解决双边经贸分歧。

商务部：中国的发展来自自身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中方反制是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无意干涉美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美墨加贸
易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 日表
示，建立自贸区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应限制其他成
员的对外关系能力，不应该搞排他主义。

美墨加贸易协定于近日达成，其中一条款规定，如果
该协定中任一成员国要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
议，必须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而其他成员国可以
在六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其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该条款被
舆论认为剑指中国。

对此高峰表示，中方多次强调，在世贸组织多边贸易
规则中，没有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其仅存在
于个别成员的国内法中。中方反对将一国国内法凌驾于国
际法之上、将一国意愿强加于人的做法。

高峰指出，对于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有关内容，中方认

为，一个国家应当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
原则基础上，凭借市场潜力、政策环境等要素，吸引贸
易伙伴。

“我们相信每个经济体都有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自
主权，也会根据互利共赢的合作需要，重视与中国的经
贸关系。”高峰说。

针对近期国际上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建设的新动向，
高峰说，对于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中国最主要的是走
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推动中
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同时，中方将继续坚定地支持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与贸易伙伴一道，共同推进
全球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商务部回应美墨加贸易协定有关条款

建自贸区不应搞排他主义

▲常书鸿在法国创作的油画《画家家庭》（复制品）。 ▲常沙娜 16岁时临摹的敦煌壁画《吐蕃普赞礼佛图》。

▲常沙娜从敦煌壁画供养人服饰上选取的花朵纹样。

▲常书鸿临摹的敦煌壁画《化城喻品》。 本组照片由新华社记者张玉洁摄

(上接 1 版)——— 6 月 28 日，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落地，比 2017
年版的 63 条减少了 15 条，22 个领域大幅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 7 月 1 日起，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包括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进口关税，较大范围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 9 月 30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降低 1585 个税目的进口关税。至此，我国关税总水平将由上
年的 9 . 8% 降至 7 . 5%；

……
开放的脉络，始终清晰地刻印在中国发展进程中———
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到 2001 年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翻开开放新篇章；从曾经的以“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从沿海开放起步，到拓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学
习、引进、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到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尽管形式
有所变化，扩大开放的脚步却从未放缓，并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深化。

“中国当前的扩大开放，是在审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基础
上，主动实施的发展策略，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是符
合自身利益和未来发展需求的自主开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孝松说。

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融入世界就要经得起风吹浪打。1997 年亚
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宁愿自己承受压力，支持周边
邻国渡过难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为世界经
济复苏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如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到三分之一。经历风雨后的中国，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迎接任何挑战。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刊文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倾向于采取保护
主义措施的时候，中国依照其发展逻辑不断提出扩大开放举措，向国际
社会释放正能量，尤其值得钦佩。

中国的开放是经济威胁还是发展机遇？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推出以实施“八大行动”为
核心的上百项务实合作措施，使中非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

“如同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烛，世界会更加光明。”非洲媒体的这
句话表达出中非共同发展普遍愿望。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和投融资的增加，西方媒体“债务
陷阱”等说法也随之而来，认为中国贷款加重有关国家债务负担，从而
形成又一波“中国威胁论”。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2017 年来自中国的贷款占斯里兰卡外债
10% 左右，其中 61 . 5% 是低于国际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巴基斯坦
42% 长期债务来自多边机构贷款，中国贷款仅占 10%；2000 年至 2016
年，中国对非贷款仅占非洲总体对外债务的 1 . 8%，且主要集中在基础
设施等行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文章指出，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互联
互通基础设施项目怀有政治企图且经济上不可持续，但事实是这些项
目有力促进了受援国的均衡发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近日刊登题为《中国带来就业机会》的长
篇报道，文中提到对 8 个非洲国家 1000 多家中国企业的一份调查，三
分之二的中国企业为当地人提供技能培训，二分之一企业提供实习机
会，三分之一企业为当地引进了新技术。

中国的开放，不仅没有对他国的经济造成威胁，反而带来更多发展
机遇———

对发达国家而言，以中美经贸为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从 2001 年
的 262 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 1539 亿美元，中国也从美国的第 9 大出口
市场变成了第 3 大出口市场。

美国企业和民众最有发言权：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2015
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 260 万个就业岗位；
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 美元成本。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中国已成为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市
场，占这些国家出口的 20%。而且中国一直通过积极提供无息贷款、人
员培训等，帮助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贸易的能力。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
易伙伴。《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成为名列前茅
的贸易伙伴，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消费者均从中受益。

扩大开放让过去“被全球化遗忘的角落”重获发展机遇。5 年来，中
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82 个，累计投资 289 亿
美元，为当地创造了 24 . 4 万个就业岗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
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可以弥补中国的伙伴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基础
设施缺口，扩大贸易，增加就业。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意愿在开放中与其他国家分
享市场与经验。”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战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

是威胁还是机遇？资本会“用脚投票”。今年前 8 个月，中国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4 万多家，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吸收外资额 5604 . 3 亿
元，同比增长 2 . 3%。

看未来，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达 3 亿人以上，今后每年进口将超
过 2 万亿美元，开放的中国愿意让世界搭乘发展的“顺风车”。

中国是公平贸易的破坏者还是坚定维护者？

环顾世界，一些国家曾经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享受过全球化红利，
一旦发现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自己的实力正在下降，就从“自由贸易”转
而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指责中国是公平贸易的破坏者。

加入世贸组织的 17 年里，中国开放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承诺的广
度和深度：在世贸组织 12 大类服务部门的 160 多项分部门中，中国已
开放 9 大类的 100 项，接近发达国家平均开放的 108 项，远超发展中
国家的 54 项；中国服务领域开放部门已达到 120 个，远超当时规定的
100 个……

“当一些国家要修正甚至放弃现存国际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已经成
为这一体系最有力的捍卫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

阻止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欧洲地图服务提供商、美国汇款公司速
汇金国际……美国以“国家安全”等为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
和经营活动制造障碍和限制。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的研究报告显示，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都
由美国引起。另据有关统计，一年多来，美国政府对数十个国家的 94 项
“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 81%。

如同赛场，同场竞技，遵守“游戏规则”至关重要。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目前规模最

大、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这一倡议以其多边主义理念赢得各方信
任，被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截至今年 9 月，已有 13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亚太“互联互通”格局；从成立亚投
行和丝路基金，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日益成为新理念提出者、
新模式探路者和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说，中国对外开放
已经站上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在拓宽开放大门的同时，着力加强开放规
则和制度建设。

从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更注重改善营商环境；从促进出口，到
扩大进口，推动贸易更加平衡发展……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不是对过去
的简单重复，而是跑出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加速度”。

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表示，今年中国宣布的系列开放举措正在逐
项落实，今后中国开放力度会更大、水平会更高，中国将继续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发布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减税降费方面对中外企业一视同
仁，加大惩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力度……开放措施和政策既显示出中
国自主开放的力度，也让外国投资者吃下“定心丸”。

今年 1 至 8 月，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在内的国家
对华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中，美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 23 . 6%，东盟国
家同比增长 27 .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 26 . 3%，扩大开放
的成效正不断显现。

“今年我们将在中国新建两个研发基地，立足中国为全球市场研发
产品。”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高乐说，“我们看好中国这个市场的潜力
和未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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