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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12月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拿马总
统巴雷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
度评价中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
展良好势头及合作成果，就进一
步推进两国关系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指出，巴方“2030年国

家物流战略”同中方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要加强战
略对接，推进金融、旅游、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落实好
铁路、教育、医疗等重点项目，推
进互联互通。双方可以进一步优
化货物集运方式，使巴拿马运河

在中国更深度参与全球贸易中发
挥更大效益。中方愿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巴拿马开展自
由贸易谈判，欢迎巴拿马海产品、
肉类、菠萝等对华出口，鼓励更多
中国金融机构在巴拿马设立机
构，包括人民币清算中心。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成都的精神气质
与孔子学院一致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02

综合新华社四川日报消息（四
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12月4日，第十
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在成都举行，来
自154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代
表参加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
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孙春兰出席开幕
式并作主旨演讲。

教育部部长、孔子学院总部理
事会副主席陈宝生主持开幕式。省
委书记彭清华致辞。

孙春兰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鼓励
跨文化交流，积极支持中外双方合作

办好孔子学院。习近平主席多次强
调，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
桥梁，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
界。在中外双方共同努力下，孔子学
院的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文化交流日
益活跃，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为满足
各国民众汉语学习需求、服务经贸等
务实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孙春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推动各国共同繁荣发展，需要
更好地发挥语言在增进理解、凝聚
共识、促进合作、深化友谊中的独特

作用。孔子学院要创新教学方法，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健全质量评价体
系，打造汉语教学权威平台。要开展
丰富多彩文化活动，发挥汉学家的
文化使者作用，培育人文交流综合
平台。要实施“汉语+”项目，因地
制宜开设技能、商务、中医等特色
课程，建立务实合作支撑平台。要
坚持开门办学，发挥双方办学优长，
培养更多熟悉对方国家的优秀人
才，构建国家友好交往平台，为深化
中外友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贡献。
彭清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

政府向出席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欢
迎。他说，孔子学院在推动世界各国

“民心相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
来越成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
和桥梁。四川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有文化的基因和兴教的传统。
近年来，我省坚持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鼓励支持四川学校在
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以学院为“媒”、
以语言为“桥”，积极推进教育对外

开放，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
下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
孔子学院建设，大力推广汉语言文
化，促进各类人才交流交往，推动中
国文化、巴蜀文化走出去。

开幕式上，孙春兰为10所新建
孔子学院授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谢菲尔德大学前校长、孔子学院总
部理事会理事凯思·博内特，大连外
国语大学校长刘宏，肯尼亚内罗毕
大学副校长、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
院长艾萨克·姆贝奇，美国乔治梅森

大学孔子学院学生戴担义，美国圣
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康可
米等中外代表先后发言。

开幕式前，孙春兰出席总部理
事会会议，研究部署孔子学院工作。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副主席、
常务理事、外方理事、荣誉理事，四
川省有关领导，各有关省（区、市）教
育厅（委）负责人，孔子学院中方承
办院校（机构）负责人、外方大学校
长、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有关驻华
使领馆负责人等参加开幕式。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在成都举行
孙春兰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 陈宝生主持开幕式 彭清华致辞

据新华社电 在第五个国家宪
法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
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
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国现行宪法

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深刻总结我国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
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实现了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具有强大生命力，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

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
就是要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
要作用。要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
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法
监督，维护宪法尊严，把实施宪法提
高到新水平。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

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
活动，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
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
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
捍卫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4日会
同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在北京举行

“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 坚定不
移推进改革开放”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下，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
法权威。

习近平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威

增进中外友谊的

解码器
深化中外合作的

金钥匙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常用孔子的这句话来
表达对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欢迎，昨日的成都，说出这句话的却
是许多外国人。

“孔子学院是中国与世界心与心交流的平台。”“孔子学院
是理解与友谊的解码器。”“孔子学院将推动国家与国家间的产
业合作。”……昨日，在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来自肯尼亚、
英国和中国的孔子学院代表用亲身经历来表达对孔子学院发
展的情谊和支持。他们，有的见到自己的学生成为汉语＋技术
的双重人才，有的见到大学与机构之间达成合作，有的看到孔
子学院合作大学建立起联盟。所以他们都赞同，是孔子学院搭
建桥梁，让命运共同体更为紧密。

“孔子学院已经进入内涵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
新起点，我们中方大学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思考如何顺
时而谋，推动孔子学院向着特色化、本土化、专业化、
规范化方向，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大连外国语
大学校长刘宏提出了她对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思考，
表示将充分融合中外文化，共享优质资源，相互欣赏、
彼此理解、互相尊重，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创
造孔子学院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为教育工作者，刘宏认为，孔子学院通过语言
教育和文化推广已经成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广阔
平台，不仅为世界青年提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机
会，更成为增进中外理解和友谊的“解码器”、深化中
外互利合作的“金钥匙”。新时代，孔子学院更承载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使命。

大连外国语大学已与四大洲10所大学合作建设10
所孔子学院，11年来，累计派出孔子学院院长、教师、志
愿者470人，为孔子学院总部培训各类师资近5000人，
接收来自50余个国家的孔子学院奖学金生500余人。

在交流中，中方搭建平台，让不同地域的孔子学院
也能利用中方院校这一节点，形成友谊的联盟。刘宏透
露，学校刚牵头成立了大连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合作
大学联盟，开启了10所孔子学院发展的崭新篇章，她更
看到无数怀揣“中国梦”的各国青年，“ 我深深感受到
他们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爱，我坚信，立志成为汉学
家的他们必将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使者。”

推动孔子学院走向推动孔子学院走向
特色化特色化、、本土化本土化、、专业化专业化、、规范化规范化

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中国以长城闻名
于世。如今，中国以修建桥梁和基础建设著称。
但人类交往中最重要的桥梁却非钢铁或石头所
建。”昨日，在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开幕式上，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谢菲尔德大学前校长、孔子
学院总部理事会理事凯思·博内特这样讲到。

他表示，很多英国人学习汉语是被中国博
大精深的历史和有深度的文化所感染，认为不
学习和掌握这门语言，就不能了解中国，就更
别说和中国开展更深入的往来。因此，“英国无
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师生层面，都给予孔子学院
非常积极的支持。”目前，谢菲尔德地区已有很
多人在教授、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而在谢菲
尔德大学孔子学院，过去十年也已累计超过了
1.4万名学员。

除去文化交流教学外，谢菲尔德大学孔子
学院还帮助当地企业、商界人士与中国企业取
得联系、开展合作。通过孔子学院，作为英国核
能研究中心的谢菲尔德大学更与中国开展了
核能工业方面的合作。博内特透露道：“中国相
关核能企业和英国本地核能企业合作，这种形
式在接下来将被推广到整个英国。”

博内特认为，孔子学院未来不仅要在不同的
国家教授和传播汉语及中国文化，更应当推动双
方商业、商贸上的往来，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

在聊起成都这座愈加开放的都市时，博内
特表示，他很钦佩成都在技术和工业上的发
展，同时也很高兴看到成都优秀的市政绿化，

“这种一边保持快速发展，一边构建环保宜居
城市的成就令我惊叹。”

成都也是谢菲尔德市的友好城市，无论是
在政府、公众还是企业层面，双方已经建立并
保持了可持续的友好合作关系。“未来，我们非
常高兴继续与成都保持热烈并且亲密的合作
关系。”博内特表示。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是非洲第一
所孔子学院，出现在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
开幕式上的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副校长、孔子
学院院长艾萨克·姆贝奇，向在座的世界友人
介绍了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艾瑞克，是蒙内铁路首列列车的
车长，出色的工作能力让其最近又升任客运部
的“二把手”。艾瑞克的20多个同学，有的当上
了司机，有的成为机修和乘务员。“在肯尼亚，
知道蒙内铁路的人都知道他们，他们成了保证
蒙内铁路运营的关键人物。”姆贝奇骄傲地说，
如今，在学院学习的学生是刚开办时的几十
倍，就连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的主席拉斐
尔·图朱也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创新开
展了“汉语+职业技术”项目，培养既通汉语又
懂技术的人才，满足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
需求，为蒙内铁路的开通运行作出了贡献。

姆贝奇介绍，毕业生有的在内罗毕机场开
了汉语广播，有的到《中国日报》做了记者，有
的应聘到中资公司，有的到了外交部门，受到
总统的接见。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批人，在大
中小学做了本土教师的骨干。

“孔子学院是中国和世界心与心交流的平
台，是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合作的结晶。”姆贝
奇表示，非洲与中国命运相连，越来越成为更
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成为真诚友好、精诚合
作的伙伴。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参与推动中肯
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程，成为肯尼亚乃至非洲
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成为增
进人民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

大会上，姆贝奇还带来一个好消息：明年3
月，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现代化的崭新大楼就
将竣工。他表示，这是中肯教育交流合作史和
内罗毕大学发展史上新的重要里程碑，孔子学
院必将展现更大作为。

校长眼里的孔子学院：

蒙内铁路的列车上蒙内铁路的列车上
有我们培养的汉语＋技术人才有我们培养的汉语＋技术人才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副校长、
孔子学院院长艾萨克·姆贝奇：

孔子学院不仅传播文化孔子学院不仅传播文化
更应推动商贸往来和科技交流更应推动商贸往来和科技交流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谢菲尔德大学前校长、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理事凯思·博内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实习生 曾那迦 摄影记者 王勤

智能汉语课堂现场展示

绵竹木版画、分水油纸伞、道明竹编……在孔子学院大会
会场外，凝结着四川人民千年智慧结晶和精神象征的四川非遗
文化呈现在世界友人的面前，而古琴、漆器和蜀锦则共同构成
了非遗展上夺目的成都元素。图为嘉宾体验绵竹年画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