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5日，2019年俄罗斯文化
周活动落下帷幕。一周的时间内，俄
罗斯国宝级民族歌舞团——莫斯科
国立模范剧院歌舞团“格热利”带来的
俄罗斯经典民族歌舞演出、中俄友好

70年摄影图片展、俄罗斯国立列宾美术
学院油画展等各种精彩活动相继举办，为
三亚观众献上了具有俄罗斯异域风情的文
化盛宴，连日来被不少市民游客津津乐道。

“在国家之间的各方面交流中，文化交
流是重要的部分。文化是一座桥，一座不需
要翻译的桥。”日前，俄罗斯驻广州领事馆总
领事巴什科夫·维克托·李沃维奇出席2019
年俄罗斯文化周开幕式活动，他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举办俄罗斯文化
周活动，搭建起海南与俄罗斯在文化领域
的交流、合作的平台，对促进中俄两国民众
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经典民族歌舞演出于12月9日
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红磨坊剧院上演，
现场座无虚席，舞者们通过丰富的编舞和精
湛的舞技展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和艺术的

多样性，原汁原味的俄罗斯经典歌舞秀令现
场观众陶醉，热烈的掌声响彻整个剧院。这
在巴什科夫·维克托·李沃维奇看来并不意
外，“尽管语言不通，但是艺术是相通的，优
秀艺术的魅力难以阻挡，观众们能从一个个
经典的艺术作品中感受俄罗斯文化魅力。”

巴什科夫·维克托·李沃维奇认为，有
的时候，一场舞台剧、一幅油画、一部电影，
就能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的确，俄罗斯国立列宾美术学院油画
展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今日艺术汇展
出期间，吸引了艺术爱好者、市民游客纷至
沓来。“通过举办画展等文化艺术交流方
式，我们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俄式风情艺术
魅力，拉进了两国人民的距离。”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贺建国说。

巴什科夫·维克托·李沃维奇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在三亚举办2019年俄罗斯文化
周活动具有独特的意义。俄罗斯是三亚境
外游客主要客源地。“很多俄罗斯人第一次
来到中国，就选择在三亚度假。”巴什科夫·
维克托·李沃维奇说，从机场、酒店到景区，

三亚设立不少中、英、俄语标识标牌，不少
饭店还推出俄语菜单，三亚为俄罗斯游客
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旅游服务，他们都表示
在海南旅游度假的体验感很好。

“海南与俄罗斯在旅游等诸多领域都
有长期交往，而且，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不少俄罗斯人看好海南的发展。”巴
什科夫·维克托·李沃维奇还说，希望今后
能定期举办俄罗斯文化交流活动，不断丰
富俄罗斯游客及海南人民的文化生活，编
织起心灵沟通的纽带。

（本报三亚12月17日电）

俄罗斯红军歌舞团团长叶利谢耶夫少将：

希望与海南加强文化艺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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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遇 世界共享自贸观察

近日，享有国际美誉的俄罗斯红军歌
舞团带着饱含时代印记、充满浓浓俄罗斯
风情的歌舞节目亮相海南省歌舞剧院的舞
台。《喀秋莎》《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一首又一首深深影响着中国观众
的俄罗斯歌曲在南国椰城唱响。

“我们来过中国十多次，但来海南还是
第一次。”近日，俄罗斯红军歌舞团团长兼
艺术总监维克多·彼得洛维奇·叶利谢耶夫
少将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说，海南优
美的自然风光、热情的观众以及这里浓厚
的人文氛围让全团人员对这里留下了深
刻、美好的印象。

俄罗斯红军歌舞团始建于1973年，由
百人合唱团、舞蹈团、乐团以及20多名在俄
罗斯享有盛名的军旅独唱演员组成。1993

年该团被授予学院称号，其中20多名演员
享有国家授予的荣誉称号。团长叶利谢耶
夫自歌舞团成立第一天起就在此工作。

他自豪地介绍道，歌舞团在一代又一
代艺术家们的努力下走向世界，精彩的节
目深受各国人民喜爱，此次来琼演出，歌舞
团派出的近百人队伍可谓是团中富有活力
的“年轻一代”。

近两年来，海南作为俄罗斯人民喜爱
的旅游目的地，在俄人气越来越高。值得
一提的是，以此为契机，两地在文化艺术的
交流上也互动频频。就在10月，多位来自
俄罗斯一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参加了“世
界经典芭蕾作品海南展演周”活动。

“我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海南的开放与多
元，我知道这里正在全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在此大背景下，我
期待俄罗斯与海南之间可以进一步增加文
化交流，文化艺术的交流对两地人民互相增
进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非常乐于来
海南演出，同时，我们也期待海南的文艺院
团可以前往俄罗斯演出。”叶利谢耶夫表
示。俄罗斯与中国都是历史底蕴深厚的国
家，为世界文化艺术创造了丰硕的“宝藏”，
两地人民也将受益于频繁的文化交流。

“在来中国演出交流时，我结识了许多
优秀的艺术家。我认为，海南在快速发展
经济的同时，文化艺术也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希望海南在培养本地人才的同时，多吸
引省外乃至国外的优秀艺术工作者，为海
南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叶利谢耶夫说。（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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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巴什科夫·维克托·李沃维奇：

一场剧一幅画就能拉近两国民心

此外，还建设了菲律宾研究
中心，开展国别区域研究，积极为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5个

对外合作基地
和办学项目

国家汉办东南亚汉语师资培训基地

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

教育部人文交流项目经世国际学院

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孔子学院

海南省来琼国际学生预科教育学院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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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科夫·维克托·李沃维奇
俄罗斯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毕业

于莫斯科联邦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

系学院，精通中英双语，一级外交顾问，

驻华大使馆高级参赞，曾在俄罗斯外交

部担任要职。

截至目前
海师已建成

图①俄罗斯经典民族歌舞在三亚上演。
图②第四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吸引众多外国游客。
图③充满浓浓俄罗斯风情的歌舞节目亮相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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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秋冬季，温暖的海南岛就成
了诸多国际活动最倾心的举办地。12
月刚过半，在海南举办的国际性旅游
文化活动、行业盛会、高端论坛一场接
着一场，给市民游客带来欢乐的同时，
更让海外宾朋在活动中了解海南，从
而开启与海南的新一轮交流合作。

12月13日至17日，2019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在
海口火热进行。对初次到访中国的亚
美尼亚共和国希拉克州州长蒂格兰·彼
得罗乡而言，这趟冬交会之旅，不仅让
他对中国、对海南有初步了解，还开启
了与海南的崭新合作——代表希拉克
州政府，与海南省政府签订了合作谅解
备忘录。

成为国际活动竞相举办的热土，
海南凭借什么，又收获什么？“得益于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海南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强烈
的对外开放合作信号，这是众多国际
活动成功举办的前提条件。”省外办有
关负责人介绍，连续举办19年的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以及中非合作圆桌会
议、澜沧——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
会议等重要外事外交活动，使得海南
在一次次磨砺中提升了举办大型活动
的实力与能力，收获了诸多务实投资
合作，国际知名度得以提升。

行业盛会成窗口
国际合作越来越多

32个国家和地区的2700多家企
业、5300多名客商，这是中国（海南）国
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的嘉宾名单。

冬交会是外界了解海南发展、开
拓海南市场的一扇窗。蒂格兰·彼得
罗乡认为参加冬交会是个新奇的体
验。“冬交会不仅是一次全球盛会，更
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市场。参加冬交会
后，我会更想了解海南这些奇特的热
带农作物，了解海南热带农业发展，也
想学习海南相关的先进经验，开启农
业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蒂格兰·彼得
罗乡说，他期待通过海南了解中国，寻
求更多合作。

抱着“通过活动搭建与其他国家
和地区合作的桥梁”目的举办的冬交
会，今年还统一建设了中英文双语官
方网站。“我们开通了‘线上冬交会平
台’，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为各参
展农企、参会农批市场等客商打造‘不
落幕’的供需信息交流合作平台。”冬
交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具体行业领域下的国际活动，能促
成诸多明确的合作成果。12月9日，
非洲39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首届中非
合作论坛在三亚举办，用农业农村部国
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的话说，这是一
场参与国家多、级别高、范围广的盛会，
是中非农业合作领域最大的盛会。

在这场盛会的“溢出效应”下，相
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单位和企
业签署了共11项务实合作协议，更加
紧密的新型中非合作关系由此构建。

文化活动展风采
提升海南“世界能见度”

不断与世界接轨的海南，需要更
频繁地走入国际视野。举办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中国——东盟大学生
文化周等国际文化活动，不失为一个
展现海南国际形象、推介海南发展机
遇的好平台、好窗口。

电影是具有特殊力量的艺术形式，
对提高地方的影响力和文化品位有重
要作用。12月8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在三亚落幕。电影节期间，各国
优秀电影人通过电影艺术、电影文化、
电影产业增进彼此间的沟通互信。这
段难忘的“光影之旅”为海南搭建了面
向世界的国际文化交流新平台。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推动海南加
入更大的世界，更新的对外交往平台
应运而生。近年来，海南致力于开展
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2月9日，2019年俄罗斯文化周活动
在三亚拉开序幕，推动海南与世界各

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开展务实高效的合作交流，为中俄建
交70周年献礼。

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积极探索与境外
媒体的合作交流模式，特别是推进我
省与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
深入合作，进一步拓展了我省外宣工
作渠道，提升了海南“世界能见度”，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了良好
的国际舆论环境。

前沿话题引潮流
业内大咖纷至沓来

通过区块链技术创新，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创新，这在世
界范围内是大势所趋，也是海南正在
探索的方向。

这些前沿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国
际“智慧大脑”的头脑风暴。12月 4
日，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的海南自贸
区（港）区块链试验区迎来一批重量级
嘉宾，从中科院院士到牛津大学元老
级教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到迪拜
政府高官，他们为探讨区块链而来。

当前中国在大力推行区块链技
术，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健康医
疗大数据中心负责人吉姆·戴维斯认
为，有了“国内首个官方授牌区块链试
验区”这个国际化平台，有了讨论区块
链的国际盛会，海南能吸引更多有识
之士，共同构建透明可信的环境。

除此以外，在国际社会关注的其
他领域颇有建树的大咖，也时常赶赴
海南参加各种论坛。结合海洋命运共
同体、自贸港授权立法等问题，来自东
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海
南）——东盟2019智库论坛；来自加
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家学
者，也于今年到海南来，分享岛屿研究
领域最新成果。

国内外嘉宾到访海南的直观感受，
催生了更多前沿思想和真知灼见，为海
南新一轮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引力波”。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12月14日，2019年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在三亚开幕，主题为
“海南的礼物”，由海南省商务厅主办，南海网承办。本届博览会组织老字号、知名品
牌等70家企业参展，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参与。

带走“海南的礼物”

制图/王堂堂

本报海口 12月 17日讯 （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曾丽芹）12月16日上午，美国德
保罗大学一行访问海南师范大学，就双方合
作举办学前教育专业本科项目展开会谈。

今年8月，美国德保罗大学和海南师
范大学合作申报的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获得教育部批准。这是海南师范

大学继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电影电

视大学合作举办广播电视编导本科教育项
目后，第二个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标
志着该校向国际化办学目标又迈进了一大
步，将有利于该校更好地服务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为地方培养优质的学前教育
专业人才。

会谈中，两校就学前教育专业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的学生招生、课程设置、师资配
备、教学场地等方面问题作出具体规划。
根据安排，该项目为计划内招生，2020年

起纳入国家普通高校教育招生计划，每年
拟招100人，学制四年。项目将采取“3+
1”双学位模式培养学生，即学生前3年在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习，顺利完成本
项目培养方案的规定课程并达到美国德保
罗大学的入学要求后，可于第4年赴美学
习。成绩合格并符合双方学位颁发条件的
学生，可获得海南师范大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毕业证书、教育学学士学位及美国德
保罗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美国德保罗大学与海师合办学前教育专业
将采取“3+1”双学位模式培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