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导报》今年刊文指出，“一
带一路”构想展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
新理念的思考。对中国来说，“一带一
路”是“路”，也体现了中国的哲学智慧
——道。什么是“一带一路”之道呢？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写过：“评判每
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
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这样
看来，评判“一带一路”的道，就看它是
否为解决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
问题提供智慧。“一带一路”之道就是
去探寻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的融通，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今天这个时代，世界以商品、劳动
力、技术、资金名义进行着社会分层，
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与之有关。一国
的贫困问题可能引发国际混乱，贫富
差距可能助长这种混乱。扶贫发展机
构的报告显示，全球仅 62 名富豪拥有
的财富就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最贫穷
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而世界最富有
1%人口拥有的财富多于其余 99%人口
拥有的财富总和。世界贫富差距的鸿
沟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富人变得更富
的速度也加快了。于是，动乱不只是
限于欠发达国家，也在发达国家内部

滋生、蔓延，难民危机、恐怖袭击、极端
思潮等均与之有关。

当今世界正从传统媒体、产业和
全球化走向新媒体、新产业和新全球
化。近代以欧美百万、千万、亿级人口
实现工业化为经验的西方话语体系遭
遇了当今几十亿级新兴市场国家人口
实现工业化的巨大挑战，这也为发展
中国家从理念上走出近代、告别西方，
提出 21 世纪更具通约性、时代性和包
容性的话语体系，实现软实力的弯道
超车，提供了历史机遇。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何解
决世界贫困问题、消除贫富差距？“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此指明了方
向、带来了希望。“一带一路”倡议以互
联互通为核心，并落实到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这“五通”，可谓对症下药，抓住了要
害。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考虑就是以资金、技术优势制定
新基础设施产业标准；通过修建能源
管道和人民币国际化争取大宗商品定
价权；制定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
权。对世界而言，“一带一路”超越了

近代殖民体系与战后霸权体系，秉承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团结互
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
丝路精神，集中体现了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开创了 21 世纪国际与地
区合作新模式。

一个国家练好内功，增加自身发
展条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才能搭上“一带一路”快车。“一带一
路”正以中国贡献世界的底气，以沿线
国家互联互通为抓手，消除贫困和地
区差距，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复兴实现
世界长治久安。一位埃及学者感慨，
多少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输出
军火与动荡，是为了攫取石油；只有中
国带来经济发展合作倡议，我们求之
不得。这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普遍心声。

世界期待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
式与中国方案，以推动历史和文化的
传承与复兴，解决各国面临的发展难
题。反过来说，中国的发展只有以广
大发展中国家为伴，实现共同发展和
文明的共同繁荣，才能行稳致远。正
如非洲谚语所揭示的，“独行快，众行
远”。“一带一路”是团结发展中国家、

连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纽带和
桥梁，这是其具有软实力的基础。

环顾世界，“一带一路”倡议致力
于解决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国际公共产
品需求与落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

“一带一路”倡议告别了西方文化优越
论，破解“西方中心论”神话，开创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助推古老文明
共同复兴。如果我们把作为古代东西
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
为经济全球化 1.0 时代：其单元是古代
文明，载体是欧亚大陆，动力是贸易文
化；把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称为经
济全球化 2.0 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
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投资扩张，
确立西方中心世界；那么，“一带一路”
是 21 世纪的洲际合作倡议，通过互联
互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助
推人类文明共同复兴，开创经济全球
化 3.0 时代。“一带一路”所开启的全球
化，主张开发和应用包容性技术，改变
传统技术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状
态；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
弘扬包容性文化，实现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梦想。 选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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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态探寻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的融通

欢乐腰鼓俏夕阳

腰鼓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娱乐项目，也是一项趣味十足
的健身活动。近日，在海棠街道清华社区，有很多退休居
民来到都市清华志愿者广场上敲腰鼓。据悉，这些居民坚
持每周三下午准时参加社区的腰鼓队训练。

腰鼓队负责人杨老师说：“她们敲的不是腰鼓，敲的是
幸福。”这一句简短的话语道出了居民的心声，大家在训练
中不仅锻炼了身体，也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侯月梅 摄

国家卫计委疾控局、中国健康教
育中心等联合发起的“中国健康知识
传播激励计划”项目业已启动，首度
推出“5125”健康生活理念。

“5125”理念即建议市民每天给
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每天运动1
小时、掌握1项运动技巧和加入1个
运动社群；

按照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的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

周摄入25种以上食物,做到膳食多样
化。

上班族普遍存在生活、工作压力
大，亚健康、失眠、易怒、注意力下降、
暴饮暴食等不良情绪，长期的不良情
绪状态将产生心血管疾病、胃肠道疾
病、癌症等多种健康隐患。

专家表示，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有
效的情绪管理，会对家庭生活、工作
和社交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为此，

建议公众应该首先学习认识和分析
自己的情绪状态，并掌握一些实用技
巧，以便有效管理情绪。当自己能够
对情绪掌控自如时，可以将压力等看
似负面的情绪化解，变成积极的动
力。而人在发呆的时候，意识活动减
弱，处于清醒而放松的状态，所以发
呆是一种很好的精神调剂手段，发呆
的长短取决于每个个体，有的人发呆
一两分钟就感觉很轻松，有的人则需

要10分钟，这个可以根据每天的情
况而定。根据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
节奏及需求不同，随时随地都可以发
呆。

今天你发呆了吗

切磋太极技艺 传承传统文化

11月10日上午，我区第三届“三孝
口杯”老年人太极拳剑比赛在杏花公
园举办，来自全区11个乡镇街道代表
队，满怀豪情，为我区的敬老月活动又
增添了一份靓丽风采。

该次老年人太极拳剑表演展示活
动，由区老体协主办、三孝口街道承办
的第三届老年人太极拳剑，400余名老
年朋友参加。旨在检验我区老年人体
育和为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果，为老年
体育朋友，特别是民生受益人提供展
示的机会。

许玉龙 摄

钻石画上绘童年

五彩斑斓的颜色、活泼可爱的动物形象，在孩子们手
下栩栩如生。“老师，您看，我这头牛好看吗？”为了让社区
儿童有一个愉快的双休，11月13日，在杏花村街道汲桥新
村社区开展的手工钻石贴画课，吸引了许多孩子们参
加。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手工活动，来锻炼儿童的大脑、动
手能力，同时提高孩子们的耐心。 阮雯 摄

本报讯 近日，逍遥津街道四牌
楼社区关工委、文化工作站联合举
办了老少书法班活动。为配合此项
活动，辖区的书画爱好者们纷纷拿
出了自己的优秀作品，在社区老少
活动家园里进行了展览，同时还现
场免费为居民们创作字画，受到了
群众的欢迎。

活动当晚7点不到，社区老少
活动家园活动室里，来了很多附近
的老老少少，他们在欣赏书画作品
的同时，还能得到艺术作品，大家都
显得很高兴。书画爱好者黄老师
说：“老百姓需要文化，需要活跃自
己的文化生活。社区搭建了这样的
平台，供我们这些文艺爱好者们唱

唱、跳跳、写写、画画，不仅活跃了社
区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提高了我们
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

郭宇轩小朋友是四牌楼社区公
益书画班的学员之一，通过在书画
班一段时间的学习，现在他的绘画、
书法水平有了不小的长进，但作品
长进不小，现在已经是咱们而且已
成为社区书画班里的一位小书法老
师。他经常参加社区举办的活动，
还免费为社区居民写春联。“我的书
法和绘画技术是在咱们社区学到
的，现在我参加社区活动就是想把
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其他居民，
反哺社区。这样做，让我很快乐。”
郭宇轩认真地说道。（陈霞 邵引恒）

社区书法班获青睐

本报讯“传统文化润民心、成
风化人助民生”。日前，三孝口街道
在社区综合文化站开展传统文化进
社区成果展示，辖区非遗传人唐定
兰剪纸、山西马氏皮影等一批非遗
项目集中亮相。

本次活动在向社区居民展示非
遗文化的同时，也为文化传承人提
供了施展才艺的舞台，为推动传统
文化及非遗文化进社区起到了积极
作用，也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基本文化服务。

据悉，此次成果展以“送文化、
惠民生”为主旨，通过在公共文化场
馆展示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宣传
民生政策，让社区居民充分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享受文化民生工程
的惠民成果。在这次成果展示中，
90多岁的唐定兰老人通过12幅民
生剪纸作品，让群众感受到文化节
带来的欢乐。此项活动也是三孝口
街道文化大联盟系列活动之一。

（许玉龙）

举办“非遗大餐”成果展

本报讯 日前，安徽中医药
大学研究生联合会在杏林街道
北都社区开展主题为“暖冬行动
之健康伴您行”义诊活动。此次
义诊活动提供免费量血压、推拿
教学、呼吸科咨询等项服务，前
来参与的居民络绎不绝。

活动开始后，社区的许多老
人便纷纷而至，在北都社区工作
人员的合理安排下，他们有的排

队量血压，有的咨询养生知识
……中医药大学的同学们在为
老年们答疑解忧的同时，还认真
介绍了定期检查身体的重要性，
鼓励大家要树立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义诊活动提高了居民的健
康意识、防病意识、治病知识，社
区群众高度点赞，并希望今后多
举办此类活动。 （陈荣媛）

又讯 近日，逍遥津街道义
仓社区开展“关爱老人，聚焦民
生”大型义诊活动，邀请贝杰口
腔医院专业医师坐诊社区老少
活动家园，为辖区企退老人进行
免费口腔检查，满足老人们“牙
好胃口就好的”心愿。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此次医护人员除了为社区
老年居民检查口腔以及牙齿之

外，还带着给老人们普及有关口
腔保健科学知识的目的而来。
他们先是利用多媒体举办了最
新的口腔保健知识讲座，并结合
出诊中遇到的具体病例进行专
业剖析与对症下药，还不时与台
下老人互动，强化讲座效果。义
诊受到企退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现场气氛活跃。

整个活动让近40位老人接

受了贝杰口腔医院医护人员的
义诊与建议。家住公园新村的
陈大爷表示：“社居委每年多举
办几次这样的健康讲座及免费
检查就好了。对于我们这些老
年人，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
了！”

（赵红军）

义诊活动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