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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元素大放异彩 细节彰显齐风鲁韵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李子路
张依盟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

“ 和合”理念同“ 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
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被习近平主席数
次提及。

6月9日晚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引用了

“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协和万邦，和
衷共济，四海一家”四个儒家经典理念；6
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时，又引用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下”。

“‘ 上海精神’与儒家‘ 和合’理念在
本质上是相通的。”齐鲁师范学院副院长刘
德增说。“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意即在
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 协
和万邦”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

“ 和衷共济”，是指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克
服困难；“ 四海一家”，在《 论语》中也有
类似的说法，“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强调
四海之内，犹如一家。

“ 这与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
神’紧密契合。”刘德增表示，17年来，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团结协作、凝心聚力，塑
造出了上合独特的气质和形象。在“ 上海精
神”的指引下，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
上合组织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实现了成员国
共存共荣。

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省古
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魏学宝告诉记者，习近平
主席引用的“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
小天下”一语出自《 孟子·尽心上》，取的
是“ 登高望远”之意，体现了一种大格局、

高视野。
今天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幅员最

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员
国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20%和
40%。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更应该有“ 登东山而
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高站位，用世界
的视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未来，着
眼长远，着眼大局，紧紧把握住世界、历史
发展的大趋势，乘势而上，为上合组织谋未
来，为上合组织人民谋福祉。

儒家“ 和合”理念闪耀上合青岛峰会，

让更多人了解了儒家文化。山东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谢锡文认为，儒家文化拥有深厚
的底蕴，同时儒家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
当今信息时代传播儒家文化，应该在开放包
容上下功夫。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这给我们学者出了一个大课题。今天，
我们谈儒家思想，要与时俱进。”谢锡文说，这
个“时”，就是新时代的当今世界，就是习近平
主席在上合峰会上指出的对世界大势和时代
潮流给出的4个最新判断。同时，习近平主
席还就弘扬“ 上海精神”提出了五个观念，
这些都为儒家思想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指引。

习近平主席讲话里的儒家文化元素

儒家“和合”理念闪耀上合峰会

□ 本报记者 李子路 白 晓
赵 琳 赵 君

儒家思想与“上海精神”

交相辉映

习近平主席在宴会致辞中说，山东是孔
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儒家思想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 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主张“ 协和万邦，和衷共
济，四海一家”。这种“ 和合”理念同“ 上
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

儒家思想与“ 上海精神”交相辉映。这
一点在会议中心的设计上有很多体现。二层
泰山厅，整体设计理念契合儒家文化中的
“仁”。

“君子自强不息，君子厚德载物，是中
国儒家文化的人格追求，二层泰山厅的设计
以空间来表达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人格。”北
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上
合峰会主会场项目设计总监张涛介绍，孔子
说“君子比德于玉”，把君子精神与玉联系
在一起。泰山厅顶部大型灯具成为整个空间
的亮点，设计师通过主灯的创作体现玉的温
润和吉祥。

环绕泰山厅的是18组共36幅木雕，既有
雄伟壮丽的泰山山水，也有雍容华贵的菏泽
牡丹。木雕顶端镶嵌着《论语》名句，“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儒家思想蕴
涵的寓意和“上海精神”尊重多样文明、谋
求共同发展的理念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9日晚的灯光焰火艺术表演令人惊艳。
晚会名称“有朋自远方来”就取自《论
语》。《齐风鲁韵》篇的论语诵读，是儒家
思想的生动展示。楼梯光影中圣人孔子拱手
作揖，向世界发出山东、发出中国的诚挚邀
请，高扬合作风帆，共谋和合之道。

服装设计中也体现了儒家思想与“上海
精神”的共通共融。“作为会议举办地的青
岛，不仅是著名的国际都市，而且地处儒家
文化发源地和重镇的齐鲁大地，更应该代表
‘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风采。”中国文
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担当
本次活动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文艺演出
副总导演。潘鲁生介绍，峰会服装设计，遵
循“本于传统，汲取精华；立足当代，彰显
特色；裁制有据，秉承礼法；款式纹理，蕴
含文化”的原则，在款式创意上融入中国元
素、山东元素、青岛元素，在色彩上体现山
海特色，在装饰上体现和合共生的文化与外
交理念，力求做到传统与创新结合，外观与
内涵并重，继承传统风格，体现时代风采，
彰显大国风范。

峰会视觉系统设计

凸显泰山云海

从峰会主会场和宴会厅所有的会议背景
板，到会议桌面用品，无不蕴含山东元素。
潘鲁生介绍，上合青岛峰会视觉系统设计以
泰山云海为主体意象，山脉连绵，云海相
依，气势磅礴，体现了泰山所代表的齐鲁文
化、中华文化，寓意登高望远、阔步前行，
携手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寓示各国之间
山水相连，血脉相通，构建平等相待、守望

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在配色上，蓝色与上合组织标志主色调

呼应，与此次峰会举办地青岛代表的海洋文
化一致。“蓝色深浅渐变，如海天一色，象
征大海与天空一般广阔的合作空间，体现海
纳百川的大国外交胸怀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历
史趋势。”潘鲁生说，“同时重视采用中国
图案，宴会厅视觉形象系统传统构图，样式
灵动，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据悉，经过近8个月的努力，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专家团队最终完成会议主形象视觉
设计系统、主会场会议用品系统、宴会厅视
觉形象设计系统、宴会用品系统、主会场区
域导视系统、城市入口各区域导视系统的设
计，以及新闻中心视觉系统标准化设计、城
市户外视觉系统标准化设计、会议通用会务
用品系统标准设计等，涵盖12个子系统，600
余项具体设计及相关实施标准，全面构建起
本次上合青岛峰会的整体视觉形象体系。

主场馆设计体现

“礼悦天下”理念

作为峰会的主场馆，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甫一亮相，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站在场

馆外，抽象的帆船造型立柱和观海长廊充分
展现了现代海洋特色，飞檐斗拱则彰显了中
国传统建筑风格。在这座传统与现代无缝结
合的场馆里，山东元素是一大亮点。

张涛介绍，精准地体现齐鲁文化的地域
特点成为室内设计的重大挑战。设计团队通
过对山东重点城市和重点博物馆的实地考察
体验，并通过与当地政府、文化专家的不断
沟通、碰撞，最终形成了以“礼悦天下”为
核心的设计理念，并根据各重点空间的不同
特点，推导出“仁、礼、智、信、悦”的分
空间主题思想。

张涛进一步解释说，“礼”为待客之
道，亦为天下秩序；“悦”为喜悦、和善、
富足。“礼悦天下”释义为“以礼，悦天
下”，体现以礼待人、诚悦共享的大国风
范，也寓意着齐鲁大地“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的友好热情。

一层黄河厅的设计思想为“ 智”者乐
水，汇海合亭。设计师汲取了山东多个闻名
遐迩的古亭形态进行演变升华，表达了上合
组织汇聚八方的美好寓意，体现互信、互
利、平等的上合会议精神。“ 齐鲁大地有黄
河奔流，有大海滔滔，更有甘泉喷涌，设计
师用不同的水纹图案含而不露地表达了齐鲁
大地有河、有海、有灵泉的丰富水文化。”
张涛说。

二层的尚和厅，也就是此次峰会的新闻
发布厅，其设计思想为“ 悦”容同庆、锦裾
华章。大面积的水晶主灯气势恢宏，创意素
材取自山东最有特点的玉佩造型，灵动又不
失温润。

另外，辅助会议空间的设计思想为
“ 信”义堂堂、恭诚正正。设计烘托出国事

活动中坦诚、互信与尊重的氛围，分组排列
在顶部的一条璀璨灯带，使整个会议空间高
大庄重又不失温暖亲切的和谐氛围。

巨幅画作

彰显和合共生

6月9日晚欢迎宴会开始前，习近平主席
同外方领导人在巨幅工笔画《 花开盛世》前
合影留念。

菏泽巨野农民画家李联起是主创画家之
一，谈及各国领导人在自己的画前合影，他
十分激动：“ 习主席与外方领导人合影的照
片，在我们巨野画家的朋友圈里已经传开
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到这么重的任务，能
够让菏泽牡丹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感到很自
豪。”

从1月底到4月初，《 花开盛世》创作历
时77天，前后修改9次，经过巨野书画院10位

画家集体创作完成。李联起透露，画中218朵
盛开的牡丹花象征着2018，选用粉色为主色
调清新大气，与领导人合影相得益彰。

除了《 花开盛世》，会议中心里《 国泰
民安》《 崂山胜境》等巨幅画作都给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这些画是由中国文联副主席、
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策划并担纲艺术总
监创作的。

潘鲁生表示，这次创作的几幅画尺幅超
大，创作、装裱、安装等方面都刷新了传统
山水画、油画、工笔花鸟画的纪录，作为国
家领导人接见和宴请外国元首及嘉宾的重要
背景，更兼具了艺术、政治、文化、社会等
多重内涵，围绕它们开展的各项工作之难度
超乎寻常，每一幅佳作都蕴涵了多方面的创
新与努力，堪称公共艺术精品力作。

在举行签字仪式和记者会的尚和厅，主
席台对面一幅长约17米、宽约7米的画作《映
日荷花》格外醒目。画中，一望无际的青碧
色荷叶中，粉色的荷花点缀其间，红日映照
下的荷叶与荷花反射着金色的光芒，恰如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
境，充满朝气、生机盎然。经过这里的人都
会驻足欣赏，震撼、感动、兴奋、冲击力
强……看过此画的人都会发出如此感慨。

著名画家梁连生是《映日荷花》的作
者。谈及创作理念，梁连生告诉记者：“中
华传统文化中，荷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君
子之花，现代人经常以荷花作为和平、和
谐、合作等的象征。‘赏荷’与‘上合’谐音，又
与悬挂这幅画的‘尚和厅’呼应。”值得一提
的是，这幅画既不是中国传统水墨画，也不
是西洋画，而是梁连生独创的中西融合的绘
画作品。这种画风也与上合组织追求的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思想相统一。

峰会新闻中心

处处山东味、齐鲁风

在峰会新闻中心，从特色小吃，到风光
图片展，再到琴乐书画展演，让前来采访的
中外记者体验到了浓浓的“山东元素”。

在新闻中心青岛知名企业互动体验展
区，青啤的时尚展台上摆放着经典1903、纯
生、奥古特、鸿运当头等经典款。“我们还
特意准备了黑啤、白啤、皮尔森、IPA等共8
款啤酒，希望大家能多多品尝青岛啤酒带来
的欢畅和美味，爱上这座城市。”青啤的工
作人员忙着给大家介绍。许多外国记者来此
体验个性啤酒，随手拍一张自己与青岛的照
片，制作成酒标放在酒瓶上。除了青啤，海
尔世界智慧体验、克路德智能服务体验、海
信点燃世界杯互动体验等互动体验也吸引了
不少中外媒体记者。

新闻中心二层，青岛本地的书法和国画
艺术家现场挥毫泼墨，展示中国艺术的独特
魅力，吸引了大批中外记者观看。发布厅的
入口处，泰山十八盘、泰山冬韵、黄河入海
口、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趵突泉、微山湖
运河航道、崂山日落晚霞、青岛五四广场、
栈桥、八大关等20多幅图片组成的山东风光
展，更是奉上一道视觉大餐。

在新闻中心餐厅，沂水煎饼、济南甜
沫、单县羊汤等特色小吃，吸引了众多记者
前来品尝。

白俄罗斯记者杨说，他之前来山东爬过
泰山，这次采访上合青岛峰会，再次感受了
山东人民的热情好客，特别是品尝到了青岛
的啤酒和海鲜，感觉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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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场馆，鸟瞰如海鸥
展翅。

图②：崂山茶艺表演独具魅力。
图③：泰山厅设计思想为“ 仁”泽生息，厚德

载物，顶部灯具名为“ 久合叠玉”，寓意祥和、包
容。

□据新华社等

孔子在这里诞生，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在这里入海。6月9日至10日，上合峰会相会山东，在美丽的黄海之滨扬
帆起航、追逐梦想。

处处细节都是齐风鲁韵，处处细节都是中国文化。几天来，从会议中心到新闻中心，从会议会谈到艺术表演，山
东元素特色凸显、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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