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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博鳌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做
本报记者 !"# 特约记者 $%

博鳌亚洲论坛迎来 !" 周岁! 站在博
鳌三江入海口岸边"谢越崇的心像眼前的
浪花一样无法平静! !#年来"他亲历和见
证了博鳌巨变"在此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
春!

时光回溯到 !##$年! 当年谢越崇跟随
蒋晓松先生一起考察博鳌! 那时"博鳌是块
未开发的处女地"美丽的景色#淳朴的民风"

令他们深深陶醉! 很快"蒋晓松决定开发博
鳌! 随后与政府签署协议"建设博鳌旅游度
假区!就这样"谢越崇留在了博鳌"一直到今
天!

那年"谢越崇和从上海调来的一位工
程师一起"在镇上租了一间小平房"当作
住宿和办公场所! 每天"他头戴草帽"腰胯
水壶" 徒步走村入户" 收集当地水文#地
质#潮汐等资料"为项目总体规划作前期
调研工作!

那时在博鳌小渔村收集资料十分困难"

当地地图是最稀缺也最急需的必备工具!一

次" 谢越崇看见博鳌镇政府的墙壁上挂着
一张地图"他欣喜万分!他凑近一看"上面写
着 $卜敖渔业人民公社地图%" 下端标注
$!#%#年编印%!

$尽管很老旧"但是有就已经很不错了!%

谢越崇回忆"他赶紧跟镇长说"能否从墙上摘
下来复印一份!最终谢越崇如愿以偿"此地图
的复印件被他当作宝贝"用了很久!

还有一件事让谢越崇一辈子难忘!!##$

年他随蒋晓松和几位日本客人考察博鳌"在
一个名叫玉堂河的渡口准备过河!摆渡的是
一位 &"多岁的老人! 蒋晓松问过河每人要

多少钱"老人回答&$你们是来开发的"我不
要钱!%蒋晓松以为老人客气"打算给他每人
$元钱的摆渡费! 可是老人坚决推辞"不肯
要钱!

$我们都非常感动! 这儿的人淳朴善
良"民风很好"增加了我们建设博鳌的信
心! %此后"谢越崇相继参与了博鳌项目总
体规划和概念性规划修编工作"参与了博
鳌前期项目的土地勘测#征地拆迁工作和
前期工程项目选址#立项#报建等工作"还
参与了十几个项目的开发建设! 博鳌的每
一丝变化" 凝聚了建设者们的精神和汗
水"更在谢越崇心灵深处留下了最深最真
的一笔!

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谢越崇"如今已
是博鳌水城旅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艰苦的
环境里能扎根博鳌 !#年" 是什么力量让他
坚持下来' 谢越崇说"一个人一生中只要专
心做好一件事足矣"我把博鳌当作一生的事
业来做!

!FGHI

%

"

#)

JK"

! %

"

#)

JLM# NOPQRS

TUVWNOXYZ$

[G\] ^_` a

+,-./012

!&'()*+,-./01230

1*4560" #78$9:;<=>?@

ABCDE?FG*HIJ$60%KL%

MNO"

PQRSTUVWXYZ[% \]^

X_`9:;*abc" RSTUVWd

efg2hijgk$4^lmg!no#

p9:;*KLc"

!

q

"#

rstu*&R

Svj'wxyz'(I{s|gk$9:

;}cP~abKL"

9:;7$���

"$

j�$(RST

UVWk�g*�lmg����$ PQ

%"

�������*��"

9:;�abc��VWjg

"$

j

*#z2d�$ �����RSTUVW

"$

ijg*������"

本报记者 ��

![G56

%

"

#)

JK"

3456789

� ¡¢$ £¤¥¦g§¨¨©ª«

¬B$®¯°±²�³!´µ#¥¶·¸

¹º" »¼!´µ#�½ªk¾$}ªk¾$

�¿ÀÁ*NÂÃÄÅ'!ÆÇ) #

�·ÈÉÊË*ÆÇ$¥(�Ì*ÍK¡

@AÎÏÐ" ���Ñ

%&%'

Ò*·Ó$fÔm

dÕ!Ö�×#Ø*ÙÚ" ÎÏÐÛ²

%

Ò/

3$ÆÇÜÝºÞ* £¤ßàáâ·ãkä"

ÆÇååáæçè*éêëìíÃÎ

ÏîB" Pï$ÎÏÐXðñÕòó[ô$

�ôQõöºÎÏ*ÆÇ÷�$ ø�ôù

Qúkû¾ÆÇºÎÏÐ*�"

Ûn$ÆÇü�ý$þ�ÿ$!�"$#

#$$�ºÕÎÏÐ" ¾û$%��²!ÿ

þ#*ï&"

本报记者 Ó' ![G56

%

"

#)

JK"

1_bcdefghijk

:;<=>?@A

()*XQ+×,-.*/f% /0

1%/23*4{"

(

!

q

"#

r562�789:I{g

k$ ;RSTUVW<=[5624+×X>

[89:$ +×?@*>?()gAûBCD

-EFï$89:GÕpg4^�~8HIå"

89:7$ +×?@JaKeÕLB

*�$ MB�~*��Q3NC+×>?

()" P~4{wOñûPQ[$RQ�S

�PQTUáwO'!V�WX" #

89:7$�(+×aQPY7" �p

º��Z[B×Ô$ WXM�a\]#^

Õ_ÝZ`" +×,-.*abcM�I

3a\]��dC$ R+×,-.*>?

()4{Q/f*4{"

本报记者 �� ![G56

%

"

#)

JK"

>BC$

l

"

m

n

#

%

o

p

q

\

]

r

s

t

u

v

w

x

y

z

{

&

[

G

\

]

|

}

a

!"#$%&'()

~���������

[GHI

%

"

#)

JK +£¤!"#

efg,今天上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

年年会的篮球巨星姚明"现身琼海体校"让当
地球迷#体校小球员激动不已!姚明也显得格
外愉快"一一与球迷们握手#签名#合影留念!

参观琼海体校并与球迷互动是姚明自己
提出来的安排"出发点只是为了篮球"没有任
何商业背景! 他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了解基层
体校篮球人才的培养" 拉近与海南球迷的距
离"鼓励小球员热爱篮球!

当天上午" 参加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分
论坛相关讨论的姚明乘车前往琼海体校! 师
生们以高昂欢快的小号曲欢迎姚明的到来!

在欣赏同学们热情洋溢的拉拉队表演和篮球
表演后"他来到场上和同学们互动"并和参加
表演的同学们握手#签名#合影留念!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琼海市政府及嘉积
中学等单位领导" 最后举行了现场篮球的捐
赠仪式" 由姚明将两个签名篮球分别赠送给
琼海市政府及有关中学作为本次篮球之旅的
纪念! 姚明说"很高兴和同学们见面"重回校
园"勾起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回忆"希望大家热
爱篮球运动"珍惜校园生活!

活动最后"姚明主动和大家一起合影"并
在孩子们的簇拥下离开!

������

'月 !(日报道"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论坛上号召
亚洲各国共同建立亚洲安全机制"加
强合作"增进交流"打击恐怖主义! 当
天" 世界多国领导人出席了论坛开幕
式!

" " "

!!!!

�_��;<的报道称" 博鳌从
一个小渔村发展 !"年"成为如今拥有
高楼大厦#五星级酒店的现代小镇"这
种发展速度也反映了中国过去十年发
生的巨大变化! 博鳌论坛从最初的有
限吸引力到现在的世界影响力" 今年
出席人再创新高" 论坛的规模和水准
有了很大提升!

" " "

!!!!

1_������

!' 日报道了
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受邀前往中国海
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并称中国国家
主席胡锦涛与萨帕特罗已经就文化#

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中国
将加大在西班牙风能# 太阳能等领域
的投资" 两国将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
与合作!

" " "

!!!!

�����K�报道" 乌克兰
总理阿扎罗夫已经到达中国海南三
亚"他将与中国#巴西#韩国等国领
导人进行会晤! 另外"在 !( 日的博
鳌论坛开幕式上"他将发表讲话"之
后与更多国家代表交换意见! 报道
指出" 中国海南岛已经不仅仅是一
个旅游胜地" 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
了交流的平台!

" " "

!!!!

�_�s���

!'日称"韩国总
理金 植将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增进双
边关系展开对话! 金 植十分重视这
次出席" 他将与其他国家共同讨论世
界经济形势!此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还
提议韩国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金 植也将就这一问题与中方进行讨
论!

" " "

!!!!

'���G(

!)日报道"印度总理
辛格日前参加了金砖国家会晤"!(

日"同样在海南岛上"博鳌亚洲论坛即
将开幕! 经过 !"年的发展"博鳌亚洲
论坛已经成为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
的经济论坛"并将逐渐取代达沃斯"成
为亚洲和世界国家都想出席的盛会!

*+,-./0123456

#

hij

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开幕式 !(日
在海南博鳌举行! 此次论坛年会主题为$包
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其为塑造
亚洲新发展探寻思路# 对策与行动的用意"

其同舟共济"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愿景不
言而喻!

当今形势下"亚洲地区已是目前全球经
济增长的引擎! !"日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年年度报告)指
出"$"!" 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 '(*!

展望亚洲未来"如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
上所说"步入 $!世纪第二个十年"亚洲发展
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今天的亚洲"经济
更加繁荣"社会更加进步"人民信心更加坚

定"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但人们也看到"亚洲经济结构性矛盾凸
显"区域内增长的不平衡趋向明显!据亚洲开
发银行预测" 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明年能够
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但增长的不平衡
会继续扩大!另外"亚洲国家也普遍面临着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的共同挑战!

在此背景下"加强合作#缩小分歧#共享
信息" 提高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任务"

变得更迫切和必要!

因此"亚洲地区的$发展%比$经济增长%

问题更为突出"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则
更为紧迫和重要!将$包容性发展%定为年会
主题"不仅是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需
要"也正契合了今日亚洲发展的实际需求!

$选择*包容性发展+作为 $"!!年年会
的主题"就是希望在亚洲地区倡导和推动更
为公平和均衡的新发展方式! %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说"就是希望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
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惠及所有国家"使
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
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此外"回顾博鳌亚洲论坛走过的 !"年"

不难发现"共赢始终是贯穿论坛发展过程的
一条主线!可以看出"经过十年积蓄发展"论
坛在定位上愈发清晰#自身愈发成熟! 在包
容中实现亚洲的共赢发展"也业已成为博鳌
亚洲论坛的鲜明主题和突出特点!

同时" 为了实现共赢的发展"!"年间"

博鳌亚洲论坛也利用其作为政要#工商界和

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
对话的高层次平台角色"为促进和深化本地
区及本地区与世界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
不断戮力前行"奋力而为!

就此次年会而言"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的多国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约有 '"

多位部长和部长级官员出席年会"参加各种
分会的讨论及与会代表的双边会见"还有近
千人的企业界代表出席年会"这充分显示了
论坛正充分利用自身这个平台"为亚洲各国
的发展共赢不断努力!

$推动共同发展"共建和谐亚洲"这是时
代赋予亚洲人民的共同使命! %胡锦涛主席
在 !(日主旨演讲中说!

相信在这个共同使命下"通过研究亚洲
问题"发出亚洲声音"凝聚合作#包容#共赢
的共识" 通过探讨经济转型途径及对策"博
鳌亚洲论坛将会为建设发展共赢的亚洲"实
现亚洲的包容性发展发挥其独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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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多样文明”是共赢的必然选择
#

6ÏÐ

博鳌亚洲论坛 $"!!年年会开幕式今天上
午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论
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演讲中"胡锦涛就
推进共建和谐亚洲提出五点建议"其中第一点
就是&$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 %

胡锦涛主席为何要强调 $尊重多样文
明%'

尊重多样文明"是亚洲走过的不平凡的
历程"带给亚洲人民的深刻启示! 亚洲是充
满多样性的大陆"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
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
的东西! 亚洲人民历来具有开放包容的学习
精神"既弘扬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又广泛吸
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亚洲
各种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
存在"在多样性中发展"在多样性中前进"推
动亚洲人民不断探索和开辟适应时代潮流#

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促进了亚洲和世
界共同发展! 这是亚洲精神的重要体现"是
亚洲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尊重多样文明"是新形势下推动共同发
展#共建和谐亚洲的必然选择! 亚洲文明的
多样性"当然也就意味着差异! 既有内容的
差异"也有形式的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平的
差异! 正是有种种差异"才会有交流"才会有
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 与此同时"这种差异"

在一定条件下也难免不发生摩擦和冲突! 由
此"也就可能构成近年来人们常说的$文明
的冲突%! 亚洲人民只有坚持发扬尊重文明
多样性的优良传统"让各种文明之间友好相
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自然交融"才能在
前进道路上创造出新的业绩"才能推动共同
发展#共建和谐亚洲!

尊重多样文明"是遏制霸权文化#建立
国际文明新秩序的现实需要! 长期以来"西
方国家的某些人一直持有一种片面和盲目
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并常常以此作为借口
贬低#干涉#压制甚至侵略非西方国家"其实
质是甚至打着文明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和
侵略! 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分"各种
文明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
理念#共同追求! 只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
性"才能遏制那些$文明霸主%自居#鄙视其
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所谓 $西方先进文
明%"从而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让世界各种
文明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 有 $""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多个民族"&"""多种语言! 正是这些不
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
们"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如同有
了七音八调的差异"才能演奏出美妙动听的
音乐!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汇
成了人类文明奔流不息的长河! 世界文明的
多样性"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有益于
世界文明的进步! 所以"世界上的人们"都要
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在多样中求同一"

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求发展! 这样的
世界"才能赢得长久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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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暖花开"一年一度的博鳌亚
洲论坛也于 !( 日在琼海博鳌镇召开! 从
$""!年至今"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陪伴着海
南人民走过了 !"个年头! 博鳌论坛定址海
南"究竟能带给海南什么' !"年来"这个问
题一直被不同的人进行着不同的研究和解
读!从给海南带来 +,-的增长#拉动海南的
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到从精神层面逐渐提升
海南的气质和品质#以外来的驱动力促使海

南进行自我内变"由内变到外变"最终实现
海南的整体提升,,来自各个领域的各行
各业的人们都各有各的观点和看法!

期待来开会的老总们能带给海南更多
投资的人会发现"每一次博鳌年会"都有不
少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老总来参加"但是他们
却很少在海南投资! 为什么呢' 人家来投资
肯定是要回报率的"因此他们会去看海南的
环境#市场"也许他们认为海南的投资软环

境依然不是特别理想"而海南的市场也缺乏
一些可以吸引他们的东西"加上外商比较看
重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技工"海南的供应量
又不能满足"所以"企望博鳌亚洲论坛能给
海南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机遇的话就必须要
转变观念和思路!因为这里面的确也蕴藏着
机会" 这些世界大腕每年都会来海南一次"

政府要调整思路"另外搭一个台"把论坛的
好戏继续往下唱!

很多人期待博鳌论坛能从精神层面逐渐
提升海南的气质和品质"不错"我认为海南最
需要也最缺乏的就是合作精神! 博鳌亚洲论
坛是加强国际合作的论坛" 因此学习博鳌亚
洲论坛的合作精神" 加强省会城市与各市县
之间的合作" 加强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合
作"加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加强行业与行业
之间的合作是势在必行的! 如果这种合作精
神能够在海南落地生根" 必将给海南这个孤
悬海外的海岛带来一种国际化的精神内涵"

唯有具备了这种时代精神" 海南才有可能成
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你认为博鳌能给海南带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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