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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中国上海诞生至今，上海合作组织已走过１７个年头。作
为创始成员国，中国一贯将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
之一，从理念到行动，为上合组织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上合组
织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

中国智慧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上合组织发展提
供中国方案，引导上合组织行稳致远。中国理念倡导和合、力主
务实、与时俱进，为上合组织的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等理念，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重要思想借鉴。

人们不难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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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气质相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萨
耶夫指出，在上合组织成立及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发挥着非常
积极的作用，“从最开始就为组织的合作方向提供了理论引
导”。

中国行动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上合组织成立以
来，在安全、经贸、人文、机制建设等各个领域，中国始终以积
极姿态推动与各成员国的务实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赞
赏中方“对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相互协作作出了重要的建设性贡
献”。

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一年来，在中方积极推动下，成功
举办重要机制性会议以及大型多边活动等１６０多项，涵盖外交、
经贸、安全、科技等广泛领域，各方政治互信升至新高度，安全
协作取得新进展，务实合作取得新突破，人文交流收获新成果。
舆论认为，青岛峰会将成为上合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次盛会。

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宽广平台。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与上合组织发展理念相通，目标追求一致，大大促
进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阿利莫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发展的重大机遇。

作为迄今唯一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
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身上的“中国印记”，令
国际社会印象深刻。上合组织前秘书长梅津采夫就曾说：“如果
把上合组织比喻为一幅美丽画卷，中国就是其中最亮丽的色
彩。”

（新华社北京６月３日电）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徐超超

“山东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绿水青
山。”

“山东人民热情好客，谢谢山东朋
友。”

“山东是孔子的家乡，这里文化源
远流长。”

6月2日至3日，“相约上合·感知山
东——— 上合组织主流媒体孔子故乡行”
在曲阜举行。来自14个国家的40多位新
闻官员及主流媒体负责人，一同体验尼
山食礼、礼拜圣人仪式、手抄《论
语》、焚香抚琴等传统文化活动，参观
三孔景区、尼山镇圣源村，感受齐鲁文
化风韵，了解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媒体是民心相通的纽带，媒体合作
在上合框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上合
组织各国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各国人民
的相互了解更深了、心贴得更近了。上
合组织的稳步发展、上合各国人民新的
期待，为媒体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也
提出了更高要求。

凝聚命运与共的上合力量

命运与共是上合组织形成的基础、
发展的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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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了各国携手共建命运
共同体的前进道路。吉尔吉斯斯坦文
化、信息和旅游部副部长杰米尔别科娃
认为，上合组织国家文化背景、社会制
度虽有不同，但“上海精神”体现着各
国共同心声，将上合组织各国紧密凝聚
在一起。“首届媒体峰会的举办，对于
深化媒体合作、加深彼此了解具有重要
意义。各国媒体应该建立一个跨国交流
平台，促进团结协作，播下信任的种
子，拉紧命运的纽带。”

亚美尼亚新时代报副主编萨江认
为，首届媒体峰会是上合组织国家媒体
合作迈出的坚实一步。“上合各国媒体
应该充分发挥正面引导的作用，生动展
现上合组织的发展成就和广阔前景，展
现上合国家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生动实
践和成功经验，不断提升各国人民对上
合组织发展的信心。”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上合组织合作
的优先方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媒体
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阿富汗
每日瞭望报副主编萨基雷泽在来北京参
加峰会之前，刚刚阅读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文章，他对“命
运共同体”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
共同价值规范，有利于促进民心相通，
拉近各国的距离，加强各国交流合
作。”萨基雷泽说，首届媒体峰会上对
密切关注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新挑战的
倡议，对阿富汗帮助很大。“媒体应该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理念，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放大和平与
正义的声音，充分发挥在维护地区睦邻
友好、安全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用负
责任的报道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

上合各国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扩大
互联互通，才能在开放中做大共同利
益，在包容中共享发展机遇。印度和巴

基斯坦作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国，他们
期盼媒体能够架起沟通的桥梁，加强经
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首届媒体峰
会达成了很多共识，各国媒体要担起责
任，积极宣介各国在推进互联互通、扩
大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安排和实际举
措，实现各国互惠互利。”印度论坛报
德里分社的普拉萨德说。

“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主要媒体
负责人在媒体峰会上发言，并与中国媒
体签署合作协议，希望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加强媒体合作交流。”巴基斯坦
VSH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穆罕默德表示，
期待中国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
合作共赢的政策深入人心，加强科技、
文化等多方面交流，让共建成果更好地
造福各国人民。

讲好民心相通的上合故事

抵达曲阜，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
北京分社社长卡斯巴申的心情激动不
已。在他看来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
会为各国媒体开展制度化、常态化的务
实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为加强协调立
场、相互借力、共同发声创造良好氛
围。“我所在的通讯社在峰会上提出建
议，上合组织设立专门新闻奖，鼓励各

国优秀媒体人讲好上合故事，传播上合
声音。还希望能够不断完善上合组织各
国媒体交流机制，搭建不同层次的合作
平台，共同提升媒体报道能力和水
平。”

乌兹别克斯坦民谣报国际部编辑西
吉罗夫举起自己手抄的《论语》，请记
者帮其拍照留念。“2016年，我发表了
第一篇关于山东的新闻。”他说，“那
时我在撰写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
章，在搜集素材过程中，发现山东经济
实力突出，于是，我选择山东作为展现
中国经济发展的切入点。随着不断了
解，我发现孔子的故乡就在山东，而且
黄河在山东入海，泰山也在山东境内，
我对山东充满了向往。今天，我终于如
愿以偿了。”西吉罗夫开心地补充道，
他曾报道“一带一路”相关专题，“山
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镇，是
我报道时着重展现的省份”。据其介
绍，山东品牌海尔、海信深受当地人民
欢迎，许多乌兹别克斯坦朋友会选择这
两个品牌的家电产品，“我们报社用的
就是海信空调”。他准备参观结束后，
回去推出两篇报道，一篇是“绿色美丽
的山东”，一篇是“孔子和他的儒家文
化”。

水流潺潺，琴声悠扬，蒙古国家通

讯社所办蒙古消息报主编蒙赫图拉拨动
了琴弦。她的本科、硕士及博士教育都
是在中国完成的，一口流利的汉语令人
称赞。“中蒙媒体合作已久，彼此相互
熟悉了解，此次媒体峰会为促进双方进
一步互学互鉴提供新的机遇。我们将为
成功报道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作充分准
备。”

在尼山镇圣源村，柬埔寨FRESH
NEWS创建人及首席执行官谢武塔选择
一座孔子雕塑作为珍藏礼物带回国。作
为柬埔寨唯一一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首
届媒体峰会的媒体，谢武塔十分自豪。
“首届媒体峰会向世界发出一个讯号，
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开启媒体合作的新时
代，上合组织各国将更加亲密无间。”
他对儒家文化很有兴趣，常常翻阅《论
语》，最喜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在孔子的家乡，山东人民正是
以热情善良的待客之道将孔子这句话落
到实处。”他说。

共同开启

上合组织发展新征程

“您看我的姿势正确吗？”在礼拜
圣人仪式上，哈萨克斯坦通讯和信息部
副部长助理萨德沃卡索娃向主祭官请
教。汉代定食礼、手抄《论语》等文化
体验项目，让萨德沃卡索娃惊叹不已。
“我的专业是历史，之前通过书本了解
到儒家思想。这次来山东，才第一次真
正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哈
萨克斯坦的哲学家阿拜的思想跟孔子有
相通之处，他们都向往和谐、遵循自然
规律，我想正是这些相通的文化和价值
观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萨德沃卡索娃希望青岛峰会能够
凝聚上合组织各国共识，充分释放合作
潜力，共同开启上合组织发展新征程。

“上合组织的吸引力、发展潜力以
及国际威望在不断被世界所关注，青岛
峰会一定是高水平、有特色、影响深远
的国际盛会。”斯里兰卡每日新闻报新
闻主编查明达表达了对青岛峰会的期
待。这是查明达第一次来山东，“尼山
圣境72米高的孔子像，太令我震撼了！
我要把在山东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的朋友
们，推荐他们来山东参观旅游。”

白俄罗斯首都电视台台长卢茨基，
在尼山镇圣源村为女儿买了中国的布老
虎。“第一次见这种彩色的布老虎，很
精致。”卢茨基说，中国和白俄罗斯的
交流越来越多，他希望青岛峰会能为两
国合作提供新的契机。“中国和白俄罗
斯共同出资的‘中白工业园’是中国在
海外最大的工业园区，希望山东的企业
能够进驻工业园区，展现山东经济风
采。”

尼泊尔共和报主编卢伊特尔告诉记
者，山东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感到宾至
如归。“上大学的时候，我了解过孔子
思想，很荣幸这次能到圣人的故乡，回
去之后我要写一篇关于介绍山东曲阜、
介绍孔子的新闻。”卢伊特尔对青岛峰
会满怀期待，“这次媒体峰会发出倡
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树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观念，携手建设和平、安
全、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这是一
个很伟大的倡议，希望各国媒体加强上
合组织报道，推动世界和平。”

让“上海精神”指引上合组织地区发展
——— 访俄总统上合组织事务特别代表哈基莫夫

“俄罗斯、中国及其他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之所以能相互配合开展各领域
合作，是因为自上合组织创立伊始，各
成员国就致力于将上合组织地区建设成
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
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为指引的地区。”俄罗斯总统上合组织
事务特别代表哈基莫夫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

哈基莫夫表示，中国自去年接任上
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后，为该组织提出了
内容丰富的发展规划，有力促进了各成
员国间合作，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
动上合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和
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正为出席今年６月的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进行积极充分的准
备。

“在去年６月举行的上合组织阿斯塔
纳峰会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
织成员国。此后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
接力棒交到中国手中，中国也由此承担
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任务——— 使新成员
国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领域合作。
为此，中国提出了大量建议，协助印巴
两国顺利融入上合机制，并发掘各成员
国潜力以促进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
哈基莫夫说。

他指出，上合组织负责处理所在地
区综合性事务，成员国合作范围涵盖政
治、经济、人文交流、民间往来等各领

域。同时，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上
合组织地区安全仍是上合组织当前重要
任务之一。

谈及上合组织内部合作主要特点
时，哈基莫夫说，这主要体现在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尊重彼此利益，并在协商一
致基础上处理问题。如果某成员国暂时
不能参与某项合作，其他愿开展这一合
作的成员国可先行落实合作规划，最初
未参与的成员国可晚些加入。

“一个国际组织面临各种问题很正
常，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都在积极努力地
工作，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不断前进的过
程中克服发展之路上所有困难。”哈基
莫夫说。

他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相互理
解、密切协作，为上合组织带来了友好
和相互支持的工作氛围，这对上合组织
发展意义重大。俄中同为上合组织创始
成员国，自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就在该组
织框架下紧密合作，协同处理上合组织
事务已成为俄中关系广泛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

“俄罗斯和中国秉持‘上海精神’、
共同努力，使上合组织在处理地区和全
球性事务时充满自信、立场坚定，为上
合组织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威望。”哈基
莫夫说。

（新华社莫斯科６月２日电）

上合组织的

“中国印记”

“相约上合·感知山东”上合组织主流媒体孔子故乡行

在孔子故乡体会上合国家民心相通

蹚出一条
共同发展之路

青岛峰会将是一个新起点，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开辟新未来，给各成员国人民带来新惊喜

□ 张汉晖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紧密合作的
全面战略伙伴。中哈有1780公里的共同边界，5个边境口岸、两
条铁路、4条天然气管道、一条石油管道联通两国。一直以来，
双方都将对方的稳定、发展和振兴视为自身发展的良好机遇。

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大倡议。哈萨克斯坦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并全面同中
方展开“一带一路”倡议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计划
的对接。如今，中哈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在很多方面具
有引领性，中哈关系已成为邻国间关系的典范。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哈开展了50多项产能合作，合作
总金额达270亿美元，不少项目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哈萨克斯
坦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具备发展大农业和大牧业的潜质，
农牧业成为两国合作的亮点。近些年来，两国有关部门积极沟通
磋商，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和共识，中方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农牧
产品量逐年增加。在工业领域，中方在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与
哈方的项目需求一拍即合，双方开展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此外，
中国企业和医学院有望很快在哈合作建立中医院、发展中草药种
植基地，为当地培养中医人才，打造中医合作新亮点。

作为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路径，中哈人文合作大有可为。哈
萨克斯坦目前有5所孔子学院，1 . 4万名哈籍留学生在华深造，赴
哈中国留学生也有约1400人，数量均为中亚之最。哈萨克斯坦电
视台经常播放中国节目，《舌尖上的中国》《温州一家人》《琅
琊榜》《伪装者》都深受当地百姓喜爱。走在街上，时有哈萨克
斯坦人跟我说，中国的电视剧很好看。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在中
国深受喜爱，也使他在哈的人气飙升，成为传递两国友谊的使者。

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17年里，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一
道，积极参与上合组织多边合作，为该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源源动
力。

上合组织所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上合组
织成员国都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并积极开拓国际合作。
这些年来，尽管发生了阿富汗战争，经历了中东局势动荡，但上
合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基本都保持着稳定、和平、和谐，这也为
各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联通中国和欧洲的欧亚铁
路有2/3过境哈萨克斯坦，包括哈在内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
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哈原油
管道等为沟通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促进能源合作作出了
重要贡献。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上合组织的合作就是共同致
富、共同发展、共同奔向小康的合作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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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合组织
的“魂”，也应成为各国开展国际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
要精神和准则。我们发展上合组织，就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目标，要探索出一个模式，蹚出一条道，取得扎扎实实的成
就。

我相信，即将举行的青岛峰会将是一个新起点，为上合组织
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开辟新未来，给各成员国人民带来新惊喜。

（据人民日报6月3日报道 作者于2014年－2018年任中国驻
哈萨克斯坦大使）

傍傍晚晚时时的的青青岛岛栈栈桥桥景景观观。。((□□CCFFPP供供图图))

□记者 刘一颖 徐超超 报道
图①：媒体团代表与表演《论语诵读》的孩子互动交流。
图②：媒体团代表体验手抄论语。
图③：媒体团代表在尼山镇圣源村制作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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