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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将构建世界和平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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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上海 城市形象推广活动

图为 2014 世界绿色设计论坛峰会现场。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 摄

席勒研究院创始人拉鲁旭夫人：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中亚之行
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
畅通和货币流通等四个步骤，中国和
中亚国家共同建设以点带面、从线到
片的新兴经济合作区。

在德国，创建于 30 年前的席勒研
究院一直呼吁建立欧亚与世界大陆桥。
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席勒
研究院的理念不谋而合。日前，记者专
访了席勒研究院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
鲁旭（Helga Zepp-LaRouche）。

问：席勒研究院关于欧亚大陆桥
的设想缘何而来？

答：早在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
我和我的丈夫（席勒研究院的共同创
始人）就提倡一个名为“巴黎 - 柏林 -
维也纳三角”的建设项目，以推动东
西欧的科学协同发展。而苏联 1991 年
的解体和“铁幕”的降下，让我们把
亚洲纳入到原有的设想里。位于欧、
亚两洲的人口与工业中心能够通过大
陆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享区域
发展优势。后来，欧亚大陆桥的想法
得到进一步深化，我们称它为新丝绸
之路，它不仅能给所有欧亚国家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它还有助于构建 21
世纪的世界和平新秩序。

问：如今“渝新欧”货运专列贯

通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
罗斯、波兰和德国。您认为，“新丝
绸之路”还会有哪些受益者？

答：我 1998 年时到过连云港，那
里是现在欧亚大陆桥的终点，“渝新
欧”只是大陆桥许多线路中的其中一
条。未来还会出现世界大陆桥，新丝
绸之路则是世界大陆桥的一个组成部
分，所有各洲通过一个汇集铁路、公
路和水路的交通网络连接到一起。未
来几年，比海运更快的铁路运输还将
从墨西哥阿尔普尔科，取道白令海峡，
最终到达北京或者孟买。老丝绸之路
为人类开启了一个相互理解的时代，
新的丝绸之路将携手现代科学技术，
给全人类带来更多的文明成果，是人
类发展新纪元的开端。

问：新丝绸之路在促进沿线各国
经贸合作的同时，是否在政治、文化
或教育层面也值得关注？

答：老丝绸之路推动了那个时代
最好商品的流通，不仅如丝绸、瓷器、
纸张与出版物、音乐，也包括技术、
知识和其他新的文化视角。新丝路也
不只是当下普通商品的沟通渠道，还
包括现代科技，比如热核子核聚变技
术，它使得能源与原材料安全成为可
能；包括各国对宇宙空间的共同研究，
如小行星与彗星的防御计划；包括克
服至今难以攻克的疾病，甚至还将创

造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繁荣。
新丝绸之路会带来一个比现在更

人道的时代，各人种之间的互相认同
将更进一步。我们不再通过战争来化
解冲突，而是通过更紧密的沟通联系
来实现共同目标。

问：您在数月前到访中国时说，
第三世界国家有许多人仍受饥饿之苦，
新丝绸之路会帮助沿线国家解决饥饿
问题。它是否也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借鉴的典范？

答：那是当然！这是一个宏伟的
构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反贪腐研究
新任负责人让·齐格勒痛斥，饥饿问
题是“吃人的经济秩序中有组织的暴
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各国政
府有解决问题的意愿，新的、属于世
界的丝绸之路会提供这样的发展经验，
饥饿与营养不良的问题必须在不远的
将来得到解决。

问：您是否觉得，战争根源在于
世界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您为何
认为新丝路可以创造和平新秩序？

答：我认为，当代战争威胁的根
源在于，1991 年苏联解体后，伦敦与
华盛顿并未建立起一个致力于和平的
国际秩序，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
化体系。全球化仅仅是代表着美英帝
国思维的另一个概念。因此，通过颜
色革命推动政权更迭的政策便是体系

中的一部分，比如 2003 年的格鲁吉亚
玫瑰革命，2004 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及自去年 11 月在
乌克兰开始的动乱，同样的举动还包
括新近发生在香港的事情。这一系列
闹剧背后，都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的身影。

同时，世界上不乏谨慎之人，比
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
他曾反复提醒称，美国不应陷入“修
昔底德陷阱”。该理论认为，一个新
崛起的大国必将挑战现存大国，而现
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古希腊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斯巴达的崛
起会不可避免地给雅典带来战争。因
此，对于遏制中国的政策可能带来的
后果，邓普西也表示值得警惕。

人类要避免全球战争，所有懂得
思考的人就必须清楚，我们臆想出来
的、对地缘政治的兴趣不会被认可。
人类必须在共同的目标上同心协力。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
调的那样，新丝路是一个开放的构想，
每一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中。所谓更高层
次的发展，既要允许所有大国在共同框
架下发展自己的兴趣，也要为所有年轻
群体描绘未来的希望，使他们不会因为
绝望而投身极端宗教主义或恐怖主义。

问：作为欧亚乃至世界上领土最
大的国家，俄罗斯对欧亚大陆桥和新

丝路持何种态度？您如何看待目前的
中俄关系？

答：我的印象中，普京并未对此
有所表态，但至少他不会反对。目前，
由西方国家的政治谎言推动的、对俄
罗斯不公正的制裁，使“金砖五国”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作与融合进一
步加速。我想，目前的中俄关系正处
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问：让我们把目光往东边移，冲
突的潜在导火索同样存在于东亚地区，
比如朝鲜这一不稳定因素，比如中国、
日本与美国复杂的关系。不过许多人
认为，在东亚没有像在中东地区一样
爆发冲突的可能。您如何在欧亚大陆
桥和新丝路这一课题内看待该问题？

答：不久前的 10 月 4 日，朝鲜高
级代表团访问韩国，韩总理郑烘原与
朝代表团进行了会谈。两国和解是会
谈主题之一。协商会谈自然是消除战
争威胁的最佳方案。而如果韩国进一
步参与到欧亚大陆桥和新丝绸之路的
建设中来，我相信，潜在的冲突将是
可以避免的。

中、日、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取
决于美国的自我定位，是否愿意从目
前的美英帝国政策方针中悬崖勒马。
只有当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与不断崛起
的“金砖五国”实现合作，我们才得
以进一步确保未来的世界和平局势。

【欧洲时报讯】10 月 21 日晚，
科隆时尚地标巧克力博物馆、德国体
育及奥林匹克博物馆和附近的莱茵河
畔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由上海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魅力
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在德国拉开
了帷幕。德国科隆市长罗特斯及上海
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出席了活动。

在巧克力博物馆，深受科隆人士
喜欢的“360 度上海”体验型图片展再
次在科隆展出。这一由德国著名建筑
摄影师汉斯·艾奇在金茂大厦楼顶取景
拍摄并制作完成的展览成为此次海外
推广活动的一大亮点，为当地的观众
带来了上海真实的城市感观。当地民
众和游客争相一睹上海风采，纷纷在
此合影留念，并期盼有朝一日去申城
实地感受上海魅力。

此次海外推广活动的另一项目、
“魅力上海”艺术图片展位于风景如
画的莱茵河畔。图片展由数十张艺术
摄影照片组成，在反映上海城市景观
与人文风貌的同时，首次向德国观众

说明了“世界城市日”的由来，加深
了科隆观众对这一中国首次在联合国
推动设立的国际日的了解。2010 年上
海世博会闭幕后，由中国政府、国际
展览局（BIE）和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倡
议，联合国大会于 2013 年底决议通过，
将每年的 10 月 31 日设立为“世界城
市日”，世界城市日的设立，是为了
让全球各个城市借助这一交流与合作
平台，共同促进全球城市乃至全人类
的可持续发展。

10 月 21 日至 28 日举办的上海电
视周期间，多部由上海文化广播影视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外语频道 ICS
制作的展现中国的时尚艺术、饮食文
化、旅游风情以及外国人在上海的生
活等方面的节目将与德国观众见面，
这次电视周将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电
视台、萨沃电视台和黑森电视台连续
七天播出。

电视周启动仪式于 10 月 21 日上
午在杜塞尔多夫中央电视台举行。

                             德中传媒 供稿

体验型展览成为亮点   世界城市日首次推广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弗莱堡报道】
20 日，2014 世界绿色设计论坛弗莱堡
峰会在德国“绿色之都”弗赖堡举行。
在市音乐厅的会议中心里，近 200 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围绕“绿色城市
共襄绿色文明”的主题进行探讨，奏
响了“绿色发展”的美妙旋律。

 欧盟委员会环境委员波多奇尼克
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欧盟会重新审视
关于处理废弃物的政策，鼓励“变废
为宝”，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补贴，
支持可持续发展。

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向峰会的召
开发来了贺信。在信中他说到，绿色
设计和绿色制造的市场潜力巨大，发
展前景广阔。中国政府指出，到 2020
年 单 位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比 2005 年 下 降 40% 至 45%； 可 再
生 能 源 比 例 将 由 目 前 的 10% 提 高 至
15%。

 史明德表示，从“中国制造”走
向“中国创造”必须突出绿色理念和
内涵，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和
安全的发展模式。从现在的发展速度
来看，2015 年中国绿色产业产值有望
达到 2.2 万亿元人民币，可新增 880 万
个就业岗位。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借鉴国际领先的绿色设计理念，联合
研发新的绿色技术，共享绿色发展成
果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

中国国务院参事、世界绿色设计
论坛主席石定寰在发言中表示，弗莱

堡是欧洲生态城市的典范，也是太阳
能与新能源研究的“硅谷”。很高兴
到此与大家探讨绿色设计与制造所带
来的价值与机会，促进“绿色设计”
与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联系更加
紧密。

石定寰说，中欧互为战略合作伙
伴，正在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绿色发展、
绿色设计也应该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
领域。世界绿色设计论坛致力于将“绿
色设计”与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
以及互联网技术相对接，推动绿色城
市、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能源、
绿色制造、绿色消费等多个领域的发
展。

弗赖堡市经济—旅游—会展促进
署署长达勒曼在发言中介绍，弗赖堡
市致力于打造绿色、可持续发展城市，
在发展城市经济时统筹考量空气质量、
水资源、垃圾处理与土地使用、环境
管制、二氧化碳排放、能源、交通及
建筑物等各方面的因素。 他说，发展
生态经济并不意味着牺牲经济效益，
弗莱堡市用行动证明了发展城市绿色
生态的巨大经济潜力。

在峰会上颁发了“2014 绿色设计
贡献奖”，东莞富运家私有限公司、
荷兰 Dyecoo Textile Systems BV 等 20 家
中外机构以及 AA 中国区总裁方秦、
中国知名画家朱仁民等 20 位中外嘉宾
获得此项殊荣。

 峰会当天还进行了以“绿色建

筑”、“绿色投资”和“可再生能源”
为主题的分论坛，并发布了《绿色银
行倡议书》。倡议书中写到，在“绿
色设计”的浪潮中，设计师更多地以
冷静、理性融合的思辨力图通过创新
设计，在人——社会——环境之间建
立起一种协调发展的机制。世界绿色
设计组织（WGDO）举起保护地球、
绿色设计、提高生活品质的大旗，构
建一个具商业价值、生态价值无限发
展的空间、造福全人类的国际性投资
金融平台——“绿色银行”。

世界绿色设计论坛是在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
院长路甬祥先生倡导下，由光华设计
基金会联合国际设计联合会、欧中友
好协会、新华社欧洲总分社、新华社
《中国名牌》杂志社、瑞士 QSC 基金
会共同发起的国际环境问题对话平台，
由中国国务院参事石定寰和欧洲议会
议员德瓦共同担任论坛主席。

世界绿色设计论坛旨在从各个行
业的源头设计环节加入“绿色创新”
理念，搭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
产业发展的国际对话平台，促进中欧
双方的交流和合作，是双方各界就科
技、人文、设计、文化等多方面合作
的桥梁。

世界绿色设计论坛每年 5 月、10
月将在中国和欧洲举行平行峰会，据
悉，2015 世界绿色设计扬州峰会拟定
于 2015 年 5 月下旬在中国扬州举办。

弗莱堡音乐厅奏响“绿色设计”乐章

【欧洲时报讯】10 月 13 日至 17
日，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先后迎来了五
个班共计 110 名金发碧眼的德国年轻
人。在老师爱斯娜尔女士的带领下，
来自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市巴贝斯
伯格电影文理中学的十年级学生从周
一到周五分批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
中心，开始为期一周的中国文化体验
之旅。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热烈欢迎了这
些远道而来的波茨坦高中生。同学们
先是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文化中心展览
厅正在举办的画展。接下来的中国文
化体验课更是丰富多彩 : 拥有丰富教学
经验的李老师为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汉语体验课，汉字的独特魅力
深深地吸引了从未有如此机会零距离
接触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德国年轻人。 

德国国家武术队总教练、文化中
心教员吴敏老师特别为年轻人安排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武术表演以及体验活
动。体验课上学生们被太极的风起云
涌之势所感染，跟随着吴教练的一招
一式，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随行老
师对公开课这样评价道：“本来淘气
的德国学生，能在体验课堂上如此认
真，并且积极地与老师们进行互动，
他们一定大有收获。”短短一上午的

中国文化之旅给这五批德国中学生留
下了难忘的印象。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陈建阳主任在
致欢迎辞说道，每次在文化中心看到
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都感到十
分高兴和欣慰，因为年轻人是世界的
希望与未来。李克强总理刚刚成功访
德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第三
次中德两国政府磋商，两国领导人一
致决定要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的
台阶。

目前中德贸易额达 1700 亿美元左
右，占中欧贸易额的三分之一，这充
分说明两国的紧密关系。同学们今天
来到文化中心体验中国文化、学习汉
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谁掌握了汉语
将来就有美好的个人发展前程，期待
同学们今后经常参加文化中心举办的
各类文化活动。最后陈主任代表文化
中心向师生们赠送了介绍中国文化的
精美图书和光碟。

爱斯娜尔老师表示，短短一周的
时间也许并不足以让孩子们全面了解
中国文化，但这次中国文化体验课程
十分成功，希望今后能与柏林中国文
化中心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使更多的
学生亲身体验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柏林文化中心 供稿

德国中学生体验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