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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支 雯 韩效州

一条走了两千多年的丝绸之路，繁花依旧，无关夏冬。

12 月 9 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

大会发表《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宣布双方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

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未来 3到 5年将推进“八大共同行动”，“绿色创新”

的字眼，赫然其中。

匠心铸梦，薪火相传。中阿科技交流深化合作，科技工作者重任在

肩。

中国技术跨出国门

在一半海水一半沙的卡塔尔，世界杯让中国科技大放异彩。球员

挥汗如雨的绿茵场，就是宁夏大学坚持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结出的

硕果。

2020 年 8 月，该校与卡塔尔 NAAAS 集团、华新国联（北京）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三方签署 12.64亿美元协议，在卡塔尔开展智能风光互补节

水灌溉系统设备及相关技术成果转移，应用于园林绿化、农业开发等项

目建设。

好技术跨出国门一路向西，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

2014 年 6 月 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上，提出了探讨设立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重要倡议。

科技部积极响应，宁夏率先行动，争取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落户银

川。

2015 年 9 月 10 日，于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之际，中阿技

术转移中心揭牌。宁夏科技厅为中方执行机构，承建和具体管理银川

总部。

这是一个集成全国科技创新要素和技术资源打造的中国对阿拉伯

国家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的平台。

（下转第四版）

打造中阿技术转移创新合作平台

万里之外，中国技术备受青睐

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
据显示，2022年全年粮食实现
增产丰收。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 74亿
斤，增长 0.5%，粮食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图为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
农民在晾晒收获的玉米（无人
机照片，10月23日摄）。

新华社发（武纪全摄）

今年全国粮食
总产量达
13731亿斤

◎新华社记者 周 玮 商意盈 史竞男 朱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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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 华 郝薇薇

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要扎实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

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

走向世界。

11 月 29 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

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 17 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我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更 好 走 向 世 界

国宝重光，皇皇大观。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上，穿越千年的丹青、散落全球的国宝通

过高清打样图像汇聚一堂，《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历代绘画经

典，从历史中“走出来”，在光影中“活起来”……

到 2022年年底，历时 17年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即将结

项，编纂出版 60卷 226册，收录海内外 263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 件（套），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生动呈现赫赫先

秦、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典雅宋韵和元明清风采。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

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

家级重大文化工程。17 年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持续推进、成果丰

硕，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热爱和珍

惜，彰显了当代共产党人深厚的文化情怀。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习近平总书记亲力推动、全程支持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

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关于汇编出版两岸故宫博

物院宋画藏品等建议的报告上明确批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

2005 年 7 月 28 日、29 日，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

议召开，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习近

平亲自担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在他的直接关心下，

项目最终确定为《宋画全集》，并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部结项之际码起来足足有四层楼高的皇

皇巨制，由此发端。

缘何宋画？有宋一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创作题材

广泛、表现手法丰富、艺术境界高妙，但又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亟须汇

集整理。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时移世易，很多古画已到暮年，因此在世界各

地搜集、拍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的这项抢救性保护工程显得尤为迫

切。习近平的关心和支持坚定了项目组成员的信心。

2007年 3月，习近平离开浙江去上海履新前，还专门询问了这项工

作的进展。

2008年 7月，浙江大学项目组赶制出《宋画全集》样书稿，书面向习

近平作了汇报，同时呈上序言稿请他审定。

习近平审定序言并批示：“《宋画全集》编纂工作开展很好，向你们

表示祝贺！望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一光荣历史任务。”

这一年的 12月，《宋画全集》首批 8册正式出版，并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出版座谈会。

到 2010年，《宋画全集》迈出新的一大步，又出版了 13册。至此，海

内外公立文博机构收藏的大部分宋画汇聚一堂。

著名学者汤一介认为，编纂《宋画全集》的意义，不亚于编纂《全宋

文》《全宋诗》《全宋词》的意义，或者说更大。一方面是对前人的一种很

好的传承和记忆，同时也是对后人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贡献。

没有一张清代以前的藏画，却要集万千之巨，项目组当年踏上的是

一条从未走过的出版之路。

此刻回望，项目负责人张曦感慨系之：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

视、直接推动和亲切关怀，让大家备受鼓舞，有了从“零”开始的勇气，有

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决心。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如波澜壮阔的九曲黄河，那么宋画只是其中

辉煌的一段。唯有更上层楼，方能饱览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万

千气象。

2010 年 9 月，《宋画全集》将告完成，项目组谋划下一步设想之时，

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获悉《宋画全集》出版任务进展顺利，感到很高

兴。下一步出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

汇报，争取各方支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那个关键时刻接到的这个重要批示，又一次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项目组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

信，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与热爱，是大家攻坚克难的不竭源泉与动力。”

由此，更为恢宏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正式启动，包括《先秦汉

唐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的编纂旋即开始。上溯公

元前三世纪，下迄公元1911年，规模初定100册左右，为《宋画全集》的四

至五倍。为此，启动第二次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相关图像资源。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项目组感慨，这样空前的大规

模图像采集，只有当今中国才能完成。

2012年 12月，“大系”项目的新成果《元画全集》12册面世。一位定

居美国的中国学子在当地大学图书馆看到面世不久的《元画全集》时难

抑激动：“沉浸在这一中国艺术的瑰丽殿堂里，想到最多的词语便是‘自

豪’。”

2015 年 5 月，初夏的浙江，到处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党的十八大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浙江考察调研。虽只在杭州停留一晚，但

他还是抽出时间接见了项目负责人张曦。

“26 日晚，总书记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仔细翻阅‘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样书，详细听取了有关工作的汇报。第二天下午，在浙江省委

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他再次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意义。”张曦回忆说。

当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关于推进“大系”工作的报告上作出

了重要批示。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宣传部建立了由有关单位

负责同志组成的部际联系协调机制。“大系”项目正式拓展延伸，项目组

第三次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相关图像资源。 （下转第二版）

盛世修典 赓续文脉 再铸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工作纪实

转入温和的冬季，沙漠绿洲利雅得迎来期盼已久的喜雨，也迎来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

12 月 7 日至 10 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

得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飞越高山碧海、大漠长河，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历经 10个多小

时，当地时间 7日下午飞抵阿拉伯半岛。沙特空军战机护航，“沙特之

鹰”礼宾护卫机伴飞，机场鸣放 21 响礼炮，礼宾护卫机在空中拉出象

征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最高礼遇，致敬最尊贵的客人。

沿途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道路两侧电子屏上“热烈欢迎习主席

访问沙特！”的标语，连日来当地新闻媒体持续的大篇幅报道，无不表

达着阿拉伯国家对习近平主席前来与会的热切期盼，对加强中阿合作

的强烈愿望。

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是党的二十

大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又一成功实践。

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规划路径，为中阿关系未来发展擘画蓝

图，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信心和动力。习近平主席

利雅得之行，树起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交往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千年友好的传承：全力构建面向新时
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9日下午 4时 15分许，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会议中心。峰会

背景板前，习近平主席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右侧站定，同与会

的 20多位阿盟成员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并肩而立，国际媒体定

格下这历史性的瞬间。

会场外，喷泉涌动，绿意盎然，中阿峰会与会各国国旗交相辉映，

和平鸽在天空飞翔，划出一道道美丽弧线。

会议中心大范围会谈厅，灯火璀璨，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

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围桌而坐，气氛友好而热烈。

“守望相助是中阿友好的鲜明特征”“平等互利是中阿友好的不竭

动力”“包容互鉴是中阿友好的价值取向”，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首次概括提炼出“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

的中阿友好精神。

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两大文明位居亚洲大陆两

端，在丝绸古道中相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在经济全球

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书写下不同文明友

好往来、互学互鉴的不朽佳话。

跨越千年，历久弥坚。

1955 年，万隆会议开启中阿建交的大门；1971 年，阿尔及利亚等

国提出的“两阿提案”在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包括 13 个阿拉

伯国家在内的 76 国投了赞成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中阿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为全

球抗疫合作树立典范……国际关系史上一个个永恒经典瞬间，成为中

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次传承之旅，更是一次开创之旅”，访问前，习近平主席在

沙特《利雅得报》发表署名文章，开宗明义。

同阿拉伯国家集体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

伴关系，同 1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

同 21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过去 10

年间，中阿各领域合作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

当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加强团结协作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共同的战略抉择。

“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

“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四大路径，得到

与会阿方领导人广泛认同。

在习近平主席推动下，峰会发表三份重磅成果文件——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宣布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

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就双方在政

治、经贸、投资、金融等 18个领域合作作出规划；

《深化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文件》，涉及双方同意

深化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倡导多边主义、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

内合作、加强中阿合作论坛建设等重要内容。

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的共同意愿、共同目标、共同行动。

“中阿峰会的举办，是中阿传统友谊与高度互信达到新高度的明

证。”阿盟秘书长阿布·盖特指出。

会谈厅内外，由分别代表中国的红色图案和代表阿拉伯国家的

绿色图案构成的峰会会标随处可见：宛如左右对称、微微开启两扇

大门，一束亮光从门缝中间透射进来，寓意中阿合作光明未来，令人

向往。 （下转第四版）

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关系新时代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一场期盼已久的雨，飘落在地处沙漠边缘的沙特首都利雅得，人

们称“喜雨迎贵宾”。

这一天是 12月 7日，是沙特和很多阿拉伯国家瞩目的一天，是“尊

贵的中国客人来到阿拉伯半岛的时候”。

古老的阿拉伯半岛，世界航运要冲、能源供给的阀门、璀璨文明的交

汇之地……诸多角色里，他们十分看重一个定义：中国的朋友和伙伴。

雨后初霁。

阳光穿过云层，大地像铺了一层梦幻般的金色薄纱。6 架“沙特

之鹰”礼宾护卫机腾空而起，到蓝天上迎接习近平主席的专机。专机

两侧，早有 4架沙特空军战机从其入境起一路护航。

停机坪上，紫罗兰色地毯如沙漠中的一条花带。沙特王室重要成

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下等待。

专机降落，机舱门打开，习近平主席健步走出。几乎同一时刻，礼

宾护卫机从苍穹呼啸而过，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利雅

得上空，21响礼炮声震云霄。

中共二十大召开后，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中东之行，拉开了帷幕。

有沙特媒体将 3天的丰富行程，形容为“三环峰会”。

中沙层面，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二十大后

习主席的首个国事访问。

中海层面，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召开，中

国同这一次区域组织深度互动，里程碑意义载入史册。

中阿层面，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面向中东外交的重大创举”，是“中阿关系划时代的里程碑”。

伙伴握手的时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阿合作新格局，正

徐徐铺展。

中沙关系的四个刻度

一份文件，令世界瞩目。8 日午后，阳光透过王宫办公厅会见厅

的窗洒进屋，随着习近平主席和沙特国王萨勒曼落笔，《中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协议》面世。

为双边关系定一份协议，不仅于中国外交，放在世界外交中都不

多见，却也体现了以契约精神对彼此关系的敬重和呵护。协议里有句

话十分醒目：“同意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

元首外交的节奏，恰是国家关系的生动写照。从四个刻度，可以

追寻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个刻度，1990年中沙建交。因历史的缘故，它是阿拉伯国家中

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春水破冰，两国关系一经建立，发展势

不可挡。

一个刻度，是 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沙特。那也

是他第一次到访沙特。访问期间，中沙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双边关

系进入快车道。

一个刻度，是 2016年。担任国家主席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到访阿

拉伯国家，首站就是沙特，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共赴“四方宫”参观、共品阿拉伯咖啡、共舞沙特传统的“剑

舞”……两国元首此次见面，对那次访问的美好时光记忆犹新。

第四个刻度，正是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8日，

日程密集，既有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代表萨勒曼国王举行的隆重

欢迎仪式、宴会和深入的会谈会见，也有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为表达心

意而亲自陪同出席的苏欧德国王大学管理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如何定义中沙关系？既需鉴往知来，也要有宏阔的全局思维。

习近平主席在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会谈时，用三个重要予以定

义。他指出，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员，也是多极

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

这席话，同今年 4 月习近平主席的一个论断一脉相承：“当前，国

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更加凸显。”

翻开此次访问期间通过的中沙联合声明，双边、地区、国际合作层

次丰富、包罗万象。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为何能跨越山海，彼此信任

并饱含期待？

互信是基石。

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曾经评价说，双方没有任何分歧。

此行，萨勒曼国王在同习近平主席会见时，有感而发：“中国关心

的就是沙特关心的，中国人民关心的就是沙特人民关心的”“双方在诸

多问题上都拥有重要共识，中方的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

合作是纽带。

沙特通讯社用了一组数据来佐证：1990年两国建交时，双边贸易

额约为 5 亿美元；2000 年跃升至约 30 亿美元；2021 年达 873.1 亿美

元。而 2022年前十个月，两国贸易额达 970亿美元，同比增长 37.4%。

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的会谈内容丰富，延长许久。2016 年 4

月，沙特启动“2030愿景”，寻求在 15年的时间里实现经济社会多元化

转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 愿景”深度对接，双方合作

天地广阔。

而“落在实处”正是两国关系的特点之一。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

对萨勒曼国王说，我高兴地看到，我们就发展中沙关系达成的重要共

识，都正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沙特是最早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位于阿拉伯

半岛中部的利雅得，古时就是往来商队的驿站中心。郑和云帆高张，

远航到吉达、麦地那等地，更是至今为人们乐道。

（下转第三版）

伙 伴 握 手 的 时 刻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国事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