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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孔子思想的心灵交集契合“上海精神”内涵，专家表示———

“上海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和价值

6月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将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会议并举
行相关活动。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召开的首次峰会，也是继
2012年北京峰会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再次回到诞生地中国。扩员
后的上海合作组织将如何重温“上海精神”，开启上海合作组织
发展壮大的新征程，世界共同瞩目。

上海合作组织从初创到成长、发展的历程，始终彰显“上海
精神”的强大凝聚力。17年来，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全
面推进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实践证明，“上海精神”激发了各成员国
积极的合作意愿，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造命运共同
体、共建和谐家园的精神纽带。

随着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正式给予印度、巴基
斯坦成员国地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
最广、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如何才能让如此庞大的组织
保持团结协作的良好传统，实现新老成员之间的密切融合？如何
充分释放扩员潜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答案可以从“上海精神”的智慧之源中寻找。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中国一贯遵循“上海精
神”，并不断为“上海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比什凯克到
杜尚别，从乌法到塔什干，再到阿斯塔纳……回顾5年来习近平
主席在历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人们看到“上
海精神”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词。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弘扬
“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明确提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
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
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一个多月前，习近平主席在北京
集体会见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再次强调
要不忘初心，坚定弘扬“上海精神”，为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
发展指引方向。

自去年6月担任主席国以来，中国以弘扬“上海精神”、挖
掘扩员潜力、促进团结合作、共谋稳定发展为出发点，在各方大
力支持下，成功举办了一系列重要机制性会议以及大型多边活动
等160多项活动，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
和机制建设等方方面面。去年9月，成员国外长理事会非例行会
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8国外长在联
合国“晒”出了第一张“全家福”；同月，来自上海合作组织的
地方领导人在西安汇聚一堂，探讨地方合作机制，共话合作发
展；中国—上海合作组织青年交流中心正式成立、首届上海合作
组织人民论坛成功举办，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拓宽了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下民间合作的思路，为弘扬“上海精神”筑牢民意基础。

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的背景下，世界期待聆听上合声音与上合智慧，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也期待通过最高层级的对话交流释放合作潜力、应
对共同挑战。以“不忘初心，坚定弘扬‘上海精神’”为遵
循，即将到来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将成为一次历史性盛
会，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开启更加光明的未来，为各国人民带
来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据人民日报5月30日报道）

坚定弘扬“上海精神”
——— 瞩望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 本报记者 赵君 张依盟

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
彩。俄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
斯泰晚年醉心于孔子等中国古代贤哲思
想研究，高度认同孔子“和而不同”
“成人之美”等思想，并积极向俄国民
众推介，使之在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跨国界、跨文明、跨时空的两位思想
家，对人类社会发展心灵相通，理想追
求高度一致，契合“上海精神”内涵，
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经典例证。

专家表示，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催生了强大凝聚力，激
发了积极的合作意愿，是上海合作组织
成功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
同时，“上海精神”为所有致力于睦邻
友好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
鉴，也为国际社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注入了强大动
力。托尔斯泰与孔子思想的心灵交集，
也生动印证了“上海精神”是文明互鉴
的路径遵循，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
命力和价值。

托尔斯泰的日记中，多处记述了研
读孔子及其思想的情况：“读莱杰译的
孔子英文版到深夜，几乎每一字都重要
而深刻。”“阅读孔子的书让人感到高
兴，越读越觉得深刻优美。”“如果没
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就显得不完
整。但如果没有《福音书》，孔子仍能
自成一体。”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
“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严重感
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
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

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
界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
而不同”“成人之美”等理想追求与道

德理念，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在《孔子的著作》一文中写道：“中
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
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
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
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

托尔斯泰还积极向俄国民众推介孔
子、老子及其哲学思想，努力使其成为
“公共财产”。从1884年到他去世前的近
20年里，他编辑和撰写了近10种有关中国
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包括《阅读园地》

《每日贤人语录》《每日必读》等。托尔斯泰
和孔子主张的修养，其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托尔斯泰——— 生于19世纪贵族家
庭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
哲学家，孔子———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
育家，二者时距千年，相隔万里，其思
想的共鸣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山东大
学俄罗斯籍教师叶夫多基莫夫·亚历山大

说，托翁的哲学理念——— “道德的自我
完善”“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人道
主义”与孔子的学说息息相通。托翁和
孔子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感，正是
当今“上海精神”所倡导的。上合组织
核心成员国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
创新时代的合作佳话。

“从文化内容及形态看，东西方确
有差异，但差异并不应造成隔阂。从托
尔斯泰与孔子心灵交集来说，东方文化
以一种异质的力量，感染并打动了托尔
斯泰，丰富了他的思想，可以作为东西
方文化交流中的经典例证。”山东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孙嵩霞认为，托尔斯
泰与孔子两位思想家虽然跨越了时空、跨
越了国界，但他们之间的“心有灵
犀”，恰恰诠释了“上海精神”、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这也是上合组织代表当今国际关系发展
大方向、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原因。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徐超超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5月28
日至30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
夕，中国工会“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
目———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职工技能交流
营抵达济南。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
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等18个国家的27位
代表，参观访问山东职业学院、浪潮集
团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
公司等单位，互学互鉴、沟通交流，探
讨职工技能培训、技术提升的先进做
法，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国家职工技能发
展，为“一带一路”建设、上合组织发
展打牢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技能培训交流

搭建起民心相通的连心桥

29日9时，阳光明媚，山东职业学院
“上合，您好！”的红色路牌明亮热
情。交流营代表们走进施工技术实训
场，身着绿色实训服、头戴安全帽的学
生们一边仔细聆听老师讲解，一边按照
规范动手操作。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被山东
职业学院的实训教学深深震撼了。”印
度技能发展和创业部处长巴塔·基肖尔·
雷告诉记者，该校成功将产业发展需求
和学生学习诉求融合在一起，这对上合
组织各国提升职工技能培训水平具有借
鉴意义。

“我可以试试这辆轨道检测车
吗？”尼泊尔教育、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克哈格·冉·巴若在学生的引导下，模拟
检测铁路轨道轨向。“实操环节设置得
很有针对性，这是职业教育立足之本。
我们要向山东职业学院学习，开展实训
教学，引领学生真正掌握技能。”

哈萨克斯坦劳动和居民社会保障部
劳工与社会组织局局长麦瑞·穆戈诺
夫，在浪潮S01楼云计算创新中心参观
时由衷感慨道，哈萨克斯坦不仅要向中
国学习先进科技，更要加强人文交流，
学习科技背后的人才培养理念。

“绳子绕一圈，兔子跳洞外，绕树
转一周，钻回树洞中。”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检修公司王进劳模创新工作室，
王进的打绳结口诀，引来代表们一阵笑
声。“正是因为中国在职工技能培训方
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才造就了像王进一
样的杰出人才。”参观完毕，斯里兰卡
工业建设协会副秘书长海润·莱·特尼坤
立刻走上前，向全国劳模王进发出合影
邀请。“咔嚓咔嚓”，王进成为代表们
争相合影留念的明星。

向世界讲述更多“上合故事”，发
出更多“上合声音”，需要全方位开展
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相
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加强上合组织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据了解，山东省总工会
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组织展开
广泛交流，并与俄罗斯、蒙古、德国、
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19个工会组织签
署友好交流与合作备忘录。省总工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贵堂表示，要大
力弘扬“上海精神”“一带一路精
神”，携手上合组织国家、“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工会组织，开展务实合
作，促进民心相通。

青年力量加入

睦邻友好合作事业永葆活力

拉紧上合组织人文纽带，离不开青
年力量的源源注入。交流营中有10位85
后代表，此次山东之行带给他们许多新
奇和惊喜。

“能让我尝试开一开地铁吗？”阿
塞拜疆国际交流中心总务处处长埃明·
马梅多夫今年30岁，对山东职业学院开
设的地铁模拟驾驶充满好奇。他表示要
将在山东的所闻所见分享给更多的阿塞
拜疆青年，推动双方加强合作沟通，为
上合组织发展增添青春色彩。

在车辆综合检修实训车间，柬埔寨

劳动和职业培训部就业与人力资源局统
计处处长维萨·科超说，“你看，每位
学生都在认真操作，看得出他们是真心
热爱这份职业。中国的职业教育为高铁
技术发展储备了大量技能人才。”

25岁的艾苏鲁·玛姆托娃是吉尔吉
斯斯坦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秘书，这
是她第一次来山东。她很开心参加此次
活动，“我要把学到的知识、经验带回
去，向我的同事们介绍强大给力的中
国、美丽开放的山东，期待与山东再次
相逢。”

阿富汗劳动、社会、烈士与残疾人
事务部政策规划司司长阿卜杜·哈米德·
阿克巴第一次来中国，他很感激中国在
维护地区安全、共谋发展繁荣领域作出
的巨大努力和贡献。“阿富汗是上合组
织的观察员国，我们期待更积极地参加
到上合组织的各项合作之中。”

土耳其劳动与社会安全部职工就业
中心劳工服务部就业指导专家尔肯·科
纳也是一名85后。他说，“通过跟不同
国家伙伴之间的交流，我对‘上海精
神’‘一带一路’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我回国后要写一份十分详实的报
告，与同事朋友交流分享。”

祝福青岛峰会

携手注入共谋发展的新动力

交流营代表对即将召开的青岛峰
会，纷纷表达真挚的祝福。

“这一定会是一场精彩、圆满、富
有特色的峰会。”塔吉克斯坦独立工会
副主席伊斯莫·法伊达说。

“这次交流营活动，让我感受到了
山东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山东人民的热情
好客，山东朋友们正在积极筹备着此次
峰会。”蒙古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苏
克赫·加格曾在蒙古驻中国大使馆工
作，他认为，中国在轮值主席国期间举
办了多种活动，不仅促进了成员国之间
的合作，也带动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
国参与进来，彰显了上合组织的旺盛生
命力，展现了东道主的使命担当。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没想到中
国发展这么迅速。”伊朗职工技能与职
业培训中心培训部官员达伍德·法洛基
认为，“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发展潜力
以及国际威望，正在不断被世界关注，
青岛峰会必将谱写上合组织崭新的篇
章。”

巴基斯坦劳工、人力及巴侨部海外
就业合作司副司长詹夏德·阿赫迈德
说，“‘上海精神’中最重要的就是合
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
走廊都是拉紧我们相互联系的重要纽
带。我期盼中巴两国能进一步扩大合作
领域，促进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交
流。”

白俄罗斯国际劳动和社会关系大学
工会教学方法中心主任德米特里·沙乌
琴科表示，“上海精神”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符合当今时代发展大势和地区需
要，促进了各个国家的交流沟通，凝聚
了共商共建共赢的共识。

“期待亚美尼亚能成为上合组织的
观察员国！”亚美尼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就业司处长鲁赞·阿沙江刚刚得知亚美
尼亚已经向上合组织递交了官方申请，
希望从对话伙伴国提升为观察员国。

“我们将加强与上合组织其他国家
的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让各国成为和
睦相处的好邻居、同舟共济的好朋友、休
戚与共的好伙伴，为上海合作组织夯实
民意基础！”乌兹别克斯坦全国总工会职
工教学中心主任伊克·乌玛胡诺夫说。

“我们真诚地希望，此次山东之
行，能够给各位朋友留下美好的印象，
能够开启彼此间深化人文交流、职工交
流的新篇章。”刘贵堂在闭幕式上再次
发出诚挚邀请，“好客山东”随时欢迎
各位朋友的光临。他说：“让我们一同
期待上合组织从青岛再次启航，着眼新
时代，形成新共识，制定新举措，绘制
新蓝图，实现新发展！”

助力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

灵山湾高速公路连接线贯通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9日，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

业区内的高速公路连接线（星海湾路）全线贯通，从青岛疏港高
速到东方影都星光岛仅需十分钟，可为即将举办的上合组织国家
电影节提供便利。

灵山湾高速公路连接线（星海湾路）北起疏港高速，南至滨
海大道，路线全长约9 . 07公里，工程总投资约9亿元。此前从高
速公路到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有黄岛、灵珠山和管家楼三处出
口，车程均在一小时左右。高速公路连接线建成后，车程将大大
缩减，从疏港高速至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星光岛仅需十分钟左
右。未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投入运营后，高速公路连接线（星
海湾路）将成为机场至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的主要线路。

上图：代表在山东职业学院亲身体验模拟地铁运行。（□刘一颖 徐超超 报道）
下图：代表们在浪潮云计算创新中心参观。（□刘一颖 徐超超 报道）

再过几天，上合青岛峰会就要举行

了，关于上海合作组织，你究竟了解多

少？跟我们一起点开视频，咱们边“答

题”，边补课吧。

动漫

青青岛岛五五四四广广场场及及其其周周边边景景色色。。（（□□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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