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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生态与黎族风情相得益彰

连日来，采风团陆续造访五指山、保
亭、陵水、乐东、昌江等地的热带雨林，领
略生物多样性之美。驻足茂盛的古木之
下，大板根、老茎生花、独木成林、滴水叶
尖等多种热带雨林奇观令文化名家们惊
叹不已。流水潺潺，鸟鸣清脆，声声入耳，
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

“微风拂过，树影婆娑，令人心神俱
醉。走在林径石板上，近距离感受雨林生
灵，我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进入原始丛林，
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深震撼。”流连于
雨林中，诗人林雪的话语饱含诗意。

接亲、迎亲、入门、婚宴……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光一村，采风团沉浸
式体验原生态黎族婚俗。诗人欧阳江河
被村民的热情感染，穿上了黎族纹样的红
底对襟马甲，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初次
听到黎歌，就被它悠扬动听的旋律和朗朗
上口的歌词深深吸引。虽然这是从古时
传下来的，却瞬间引起了我的共鸣。”欧阳
江河说。

清澈的水流穿村而过，蛙声蝉鸣不绝
于耳……在五指山市毛纳村，热情的黎族
同胞准备好长桌宴，招待远道而来的客
人。竹筒饭、山兰酒、五脚猪、水满鸭摆放
在绿油油的芭蕉叶上，篝火燃起，歌声缭

绕。作家胡竹峰感叹：“这里山清水秀，乡
亲淳朴热情，让人流连忘返。黎族文化与
时代潮流融合，汇聚成了乡村振兴的文化
底蕴，村落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连片的金色稻田、青黛连绵的群山、
错落有致的茅草屋……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王下乡洪水村，荆歌用镜头捕捉黎家风
情、“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黎家风情。在
浪论村，当地黎族歌舞队跳起了原生态黎
族舞蹈，用黎家人独有的热情招待远客。

在黎族同胞热情招待下，文化名家们
通过一堂堂黎乡学校的公益课，表达对这
片土地的热爱，将一颗颗文学的种子播进

孩子们的心田。

传统文化与古老技艺焕发新彩

步入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釜、甑、瓮等
器型的陶制品映入眼帘，构图严谨、色彩
绚丽的传世龙被静静地陈列在橱窗里
……当一件件文物缓缓从历史深处走来，
名家们真切感受到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
的浓郁气息。

被誉为“黎家第一村”的五指山市初
保村，是目前仅存保留完好的“黎族干栏
建筑生态自然村”。走进这座天然的黎族

文化博物馆，文化名家们被依山而建，形
似一艘倒扣木船的茅草屋所吸引，纷纷拿
出手机拍照。诗人、作家冯晏感叹道，“这
种原始感，在当代审美中非常独特。作为
黎族文化的经典符号，船型屋值得大家来
探寻。”

走进被称为“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
的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一间间茅草覆顶
的船型屋，传递着古老的气息。与初保村
的木板墙体船型屋不同，白查村船型屋的
四壁用树枝扎成方格形，再用稻草和泥糊
墙。古时黎族人民的建筑智慧和建筑技
巧，令军旅作家、诗人姜念光叹服，“这一
堵堵厚实的土墙，呈现的正是海南黎族历
史的厚度和传统文化的质感。”

了解黎药采集的艰难过程和药用价
值，聆听黎族竹木乐器的原生态之音，体
味大安剪纸纹样的经典内涵，感受莺歌海
老盐晒制过程，体验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观摩黎锦纺染织绣的高超技艺……采风
团先后在五指山、保亭等市县，近距离感
受黎族传统技艺中蕴含的匠心与巧思。
诗人、书画家杨清茨对五彩斑斓的黎锦作
品印象深刻，“伴随着时代潮流，黎族文化
与时尚元素碰撞，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红色精神与民族品格融为一体

“陵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此

召开，宣布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这也
是琼崖革命斗争史上第一个建立的县级
苏维埃政权。”坐落于陵水椰林镇中山东
路上的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是陵水县
苏维埃波澜壮阔革命斗争的见证。文化
名家们感怀革命先辈的英雄壮举，重温那
段艰苦卓绝的红色历史。

在琼中红毛镇番响村的白沙起义纪念
园，采风团一行认真聆听讲解员诉说的黎
族人民领袖王国兴领导黎族、苗族同胞发
动白沙起义的光辉事迹。白沙起义纪念馆
内，诗人、小说家黄梵端详着玻璃橱窗中一
把锈迹斑斑的前膛枪，“每件文物藏品都是
历史的宝贵印记。通过追寻红色历史，我
更加体会到黎族、苗族儿女的坚毅勇敢。”

在琼中女足训练基地，琼中女足姑娘
们的坚韧不拔、敢打敢拼，让采风团深受
触动。作家沈念是一名足球爱好者，琼中
女足从无到有的发展故事令他感慨：“来
自黎族大山深处的少女们，用顽强拼搏诠
释了体育精神，也鼓舞、激励了我。”

一路上，采风团的文化名家们灵感涌
现、文思迸发，将所看、所思、所想凝于笔
尖，用情书写热带雨林风光和黎族人文之
美。据了解，文化名家们在此次采风中写
下的文学作品将结集出版，把海南黎族故
事“原汁原味”展现，让更多人了解海南、
读懂海南。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走进黎族·大型文化纪实采风活动”圆满结束，文化名家探寻海南之美

领略黎族风情 聆听雨林脉动

“走进黎族采风活动的
旅程，就像在画中游一样，
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交相
辉映，黎苗文化与现代气息
融为一体。”近日，在结束参
访返回海口的路上，作家荆
歌与同行的文化名家分享
自己的收获时，连声说：“真
的是不虚此行。”接下来，他
将用好手中的笔，描绘海南
民族地区的发展故事，让更
多人了解黎族传统文化。

此次“走进黎族·大型
文化纪实采风活动”由省委
统战部主办，受邀参加活动
的还有欧阳江河、林雪、姜
念光、杨清茨、黄梵、冯晏、
沈念、胡竹峰等文化名家。
10月24日至11月11日，采
风团实地探访五指山、东
方、昌江、乐东、陵水、白沙、
保亭、琼中等8个市县，亲身
感受别具特色的黎族文化，
聆听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文化名家探访五指山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沈安珈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
者白瀛）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
印尼国家电视台、泰国民族电视台联
合制作的专题片《习近平喜欢的典

故》（印尼语版、泰语版），14日起在
印尼、泰国两家电视台陆续播出。

据介绍，《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印尼语版、泰语版）精心选取了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中国古
代名言名句和经典故事，生动展现了
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刻理解和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

多语种纪录片《中国，新的征
程》也于14日起在泰国民族电视
台、柬 埔 寨 国 家 电 视 台、印 度
News7电视台、老挝国家电视台、

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巴基斯坦
GNN电视台、斯里兰卡 ITN电视
台和土耳其 NTV 电视台等海外
电视台陆续播出。

专题片《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印尼语版、泰语版）开播

王毅就中美元首会晤向媒体介绍情况并答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
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
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

此次会晤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
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元首外交为中
美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至关重要。当前，世界正
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面对前所
未有的挑战，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
轨道，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元首会晤释放重要积极信号
“中美元首此次会晤是一个重要积极信

号。”巴西经济学家、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罗尼·林斯认为，此次会晤展现两国元首寻求加
强沟通、共同商讨解决双边和重大全球性问题的
努力，为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增加了信心和希望。

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利亚齐
德·本哈米对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提出的中
美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深表赞同。他
说，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
要时刻，对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

在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带一
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卡塔琳娜·扎基奇看来，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正当其时，举世瞩目。当前，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两个大国
元首会晤十分重要。尽管两国存在差异和分
歧，但元首外交有助于双方相向而行。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
长威廉·琼斯认为，此次美中元首会晤将有助于
在两国间架起沟通桥梁，双方各领域对话也将
随之展开，“美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国打
交道”。美中“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
双边关系向上提升。

为中美关系发展把舵定向
“美中元首指导作用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美国密歇根中国创新中心顾问汤姆·沃特金斯
说。沃特金斯长期研究中国发展，曾到访中国多
地。他认为，过去数十年，美中两国进行的合作
让两国和两国人民受益。美中关系应遵循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
这有助于确保这一重要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中美元首会晤对于两国关系发展无疑具
有战略引领作用，体现了双方对中美关系的高
度重视，对于推动中美关系向上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也为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把舵定
向。”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说，中
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一直坚持相互尊重、和
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这有利于推动中美关
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美国美中合作委员会会长范波说，作为世
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当前的局面不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美中需要
共同努力，保持战略沟通与协调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
美应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非常重要，对
美中关系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惠及世界
一直密切关注中美元首此次会晤的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

卡文斯·阿德希尔指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需要中美两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美间的积极合作
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将惠及全世界，两国相向而行能够为全球
发展注入活力。

几内亚比绍政治学家迪亚曼蒂诺·洛佩斯说：“世界需要
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当今世界存在诸多挑战，
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实现和平与稳定增添信心和动力。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扬娜·列克修蒂娜强调指出，
大国关系发展事关全球安全与稳定。中美关系走向对全球和平
与发展有重大影响，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处理好彼此关系。

在利亚齐德·本哈米看来，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世界
极为重要。他认为，当今世界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务之急是全
球团结合作，保护人类福祉。中美两国肩负这一重任，需要携
手努力，推动全球实现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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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
月14日电 11 月 14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
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会晤结束后，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情
况并回答了提问。

一、习近平主席刚才同美国总
统拜登举行了会晤，国际社会对此
高度关注。你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会
晤主要情况？

答：今天下午，由美方提议，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
在巴厘岛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两国
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
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坦诚、
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中方已
经发布了会晤新闻稿。我愿进一步
介绍有关情况：

一是意义重大。会晤创下了三
个“首次”：这是中美元首三年来首
次面对面会晤，是拜登总统执政后
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
中美各自完成今年国内重大议程后
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动。

二是沟通深入。两位领导人相
识已久，这段时间多次通话和视频
会晤，每次都是长时间深入沟通。
本次会晤既是迄今交往的延续，也
预示着一个新的起点。会晤持续了
三个多小时，超过事先商定的时长，
而且使用的是同传。两位元首的交
流全面、深入、坦诚，富有建设性和
战略性。

三是内容丰富。两国元首在会
晤中谈到了各自内外政策、中美关
系、台湾问题、各领域对话与合作、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等五方面议题，
可以说覆盖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
方面和当前最紧迫的地区和全球
性问题。

四是引领未来。元首外交是中
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对
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
略引领作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
重困难局面，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
节点。两国元首在会晤中既把舵定
向，又做出规划部署。

习近平主席介绍了中共二十大
的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强调中国
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
略意图光明磊落，保持高度连续性
和稳定性。习主席表示，中美关系
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
和博弈，21世纪的世界必须避免重
蹈“冷战”的覆辙。两国应该正确看
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
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
往基调。拜登总统介绍了美国中期
选举的情况，表示美方尊重中国的

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不寻
求打“新冷战”，不寻求强化同盟关
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冲突，无意
围堵中国。

两国元首都重视中美关系的世
界性意义，都强调确立中美关系指
导原则的重要性，都希望推动双边
关系止跌回稳，都同意加强沟通交
流、推进务实合作。这为今后一个
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将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逐步重回健
康稳定的正轨。

二、各方都关心中美关系的走
向。这次会晤能否实现中美关系的
稳定，或者按照美方的说法，为中美
关系“建立地基”？

答：这次元首会晤不仅具有重
大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将对下阶段
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产生重要
深远影响。

一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
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找到两个
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主席指
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
符合国际社会期待。双方应本着对
历史、对世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
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拜登
总统在会晤时表示，一个稳定和发
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
美中应向世界展示，双方能够管控
分歧，避免由于误判或激烈竞争导
致滑向冲突对抗。

二是确定了一个框架，就是要
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
或者说战略性框架。习近平主席表
示，中美这么两个大国，没有一些大
的原则性共识是不行的。有了原
则，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妥处
分歧、拓展合作。中方提出中美应
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就是基于这一考虑。拜登总统
也多次重申“四不一无意”等重要表
态。两国元首一致认同确立中美关
系指导原则的重要性，就此进行了
建设性探讨，责成双方工作团队跟
进磋商，争取在迄今已有共识基础
上尽快达成一致。

三是启动了一个进程，就是要
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管
控和稳定中美关系。元首外交是外
交的最高形式，中美元首巴厘岛会
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体现在方
方面面，既包括会晤前的一系列重
要准备，也包括会晤后的跟进和落
实。管控和稳定中美关系是一个持
续不间断的进程，是进行时，不是过
去时也没有完成时。双方团队将按

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工作重点，保持
对话沟通，管控矛盾分歧，推动交往
合作，为中美关系增添正能量、装上
安全阀，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
定性和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方有自己长期坚
守的原则和底线，有必须坚定维护
的正当合法利益，不会屈服于任何
霸权霸凌。美方应该把拜登总统的
积极表态切实体现到具体的政策和
行动中，停止对华遏制打压，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
搭建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的“四梁八柱”，共同夯实中美关系
行稳致远的“坚实地基”。

三、台湾问题肯定是这次会晤
的一个重点。能否介绍一下两位领
导人围绕台湾问题的沟通？

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
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之所以中
美之间要讨论台湾问题，是因为美
国干涉了中国内政。我们的要求十
分清晰明了，就是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次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向
拜登总统介绍了过去几百年来台
湾被外部势力殖民和侵略的历史，
强调中国反对“台独”、维护领土完
整，就是要守护住祖祖辈辈属于中
国的土地。任何人想把台湾从中
国分裂出去，都违背中国的民族大
义，中国人民必将同仇敌忾，绝不
会答应。

习主席指出，中方将坚持“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以最
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的前景。但如果出现《反分裂国家
法》规定的三种严重情况，中方必将
依法行事。中国是最希望台海和平
稳定的，而“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要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当坚决反对和遏阻“台独”。

习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
治基础中的基础，是美国不能也不
应逾越的红线。中方要求美方言行
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履行“不支持‘台
独’”的承诺，停止虚化掏空一中政
策，约束制止“台独”分裂言行，不要
让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拜登总统表示，美方坚持一个
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寻求
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

四、中美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美共
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美在双

多边合作方面取得哪些进展？
答：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世纪
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人类社会面
临前所未有挑战的大背景下，中美
作为两个大国，在双多边领域加强
合作，同各国一道共克时艰，不仅符
合中美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
普遍期待。

会晤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
美合作对两国和世界都是好事。
中美有差异和分歧，分歧不应成为
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差异应是两
国交流合作的动力。合作需要好
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不能是单方
面拉单子，要照顾双方关切，要有
取有予。无论中美关系如何，两国
在国际事务中履行大国责任的意
愿不能降低。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双方应
努力使合作清单越拉越长，不要越
缩越短。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
可以就宏观经济政策、两国经贸等
问题进行对话，共同努力推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
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协调落
实在公共卫生、农业领域形成的两
份合作文件，鼓励支持开展中美人
文交流，扩大各领域人员往来，持续
开展中美联合工作组磋商，解决更
多具体问题。

事实一再说明，不能简单用竞
争定义全部的中美关系，合作始终
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中美合作
有利于各方，开辟的是中美双赢、世
界共赢的未来。

五、双方还就哪些重要和共同
关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答：习近平主席就美方以及国
际社会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
了中方立场，亮明了中国态度。

关于民主人权问题。习近平主席
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
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
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
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
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于中国国情
和历史文化，体现了人民意愿。对
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
讨，前提是平等交流。把本国定义
为民主，把别国定义为威权，这本身
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所谓“民主对
抗威权”是个伪命题，不是当今世界
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关于制度道路问题。习近平主席
表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
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
路。这种不同从双方打交道的第一
天起就已经存在，今后还会继续存

在。中美相处很重要一条就是承认
这种不同，尊重这种不同。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
到14亿人民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发
展和稳定的根本保障。企图颠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
度，那就踩了底线、越了红线，动摇
了两国关系的根基。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主席指
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惠互
利，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
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
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只会损人不利己。中国将坚定不
移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把发展进
步的基点放在自己身上。中国有
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一切打压和
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
热情。如果美方在“脱钩”这个问
题上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将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六、当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
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问题。请问双
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怎样互动？

答：两国元首就包括乌克兰问
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在内的国际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关于乌克兰问题，习主席重申
了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四个应
该”，阐明了中方应对乌克兰局势最
新演变的“四个共同”。强调开展对
话谈判，和平解决危机是当务之急，
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应防
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还应共同
努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避免出现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的一边，将继续
劝和促谈。

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习近平
主席阐述了中方的既定立场，强调
应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所在，坚持
均衡解决各自关切尤其是朝方的合
理关切。

七、你刚才介绍了此次会晤的
重要意义以及达成的共识。接下来
双方有哪些后续安排？

答：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
继续保持经常性联系，同时责成两
国外交安全团队持续开展战略沟
通，跟进他们讨论的重大问题，落实
他们达成的共识。

美方表示美国务卿布林肯希尽
早访华，跟进会晤后续工作。中方
对此表示欢迎。两国财金、经贸团
队也将围绕宏观经济政策、中美经
贸关系等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

总之，这次会晤达到了深入沟
通、明确意图、划清红线、防止冲突、
指明方向、探讨合作的预期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