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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民勤 ”
■本报见习记者 胡幸阳

马俊河正在检查梭梭树长势。

2009年的干河墩。

2018年的干河墩。 （均资料照片）

2010年 4月的一个下午，张鑫被突如其来
的风沙蒙住了眼睛。 她赶紧从阳台逃进卧室，

关紧窗户。向外看去，上海已是一片灰蒙蒙，远
处的陆家嘴摩天楼群轮廓模糊。

她打电话给远在民勤的马俊河：“喂，上海
的沙子不会是从你们那来的吧？”

马俊河早已没心情回答。 那时在民勤，他
们遇到的麻烦远不只是眼睛进沙———天边的
黑线变成遮天蔽日的黑墙，广告牌、护栏被吹
飞，温室大棚被吹倒；种下不久的作物全被吹
上天， 没来得及赶进室内的牲畜更是必死无
疑；伸手难见五指，少许的亮光不知是灯光还
是火光。在民勤气象观测站，能见度为 0米。

韩杰荣回忆起当年的四二四特强沙尘暴
时，仍然心有余悸，“简直就像世界末日”。而据
甘肃省民政厅事后统计， 武威等 6市超过 130

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逾 9.37亿元。

外乡人多有不知，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北部
的民勤县，虽是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四大策源
地之一， 但在历史上却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

水草丰茂，可渔可牧。

包括这三人在内的“拯救民勤”志愿者们，

绝不愿意，也绝不甘心让绿洲消失在沙海中。

“真正的英雄”

出了昌宁村就是沙地，汽车只能跟着地上
的车辙印翻过一个个沙丘。这样的“路”自然不
会让乘客舒服。

38岁的马俊河开着这辆皮实的北京牌老
吉普，带着记者往“前线”去。这种颠簸，志愿者
们与植树的村民们早已习惯，他们每天都要体
验几回。

沙丘间，正在栽树的人们似乎可以靠外貌
与衣着分成两拨———肤白，着各色冲锋衣的是
志愿者；皮肤黝黑，裹头巾、穿农服的则是村
民。马俊河拉来一位面黑的小伙，“这小伙子在
这干了一个礼拜，你看这皮肤，都跟当地人差
不多了”。马俊河让小伙子同记者好好聊聊，他
却连忙摇头。

“我有啥好采访？真正的英雄在那。”他向
村民们的方向努了努嘴，“我就干了这么几天，

他们干了都五六年了。”说完，就抱着一捆树苗
远去。

村民张大姐挥起铲子铲走虚土，等搭档将
梭梭树苗放进拖拉机提前打好的坑中，再铲土
盖在苗上。没人猜得到她才 44岁———粗糙、黝
黑的脸上有不少沟堑，那是一张被风沙摧残的
苍老面容。

“没办法，干了五六年了，风吹的呗。”张大姐
走向下一个坑，“要是不种树，家就要被沙埋了。”

过去 5 年间，每个春种与冬种期，张大姐
每天早晨 6时起床， 带着自己做好的馍馍，跟
车来到这片地，栽树直到下午。年轻人大多外
出打工，男人们则要下地干活，栽树的中坚力
量是中年妇女们。马俊河告诉记者，这些村民
都是熟手， 平均一个人每天可栽两百多棵树，

覆盖 5亩地，效率约为志愿者的 5倍。

而志愿者则“以人数取胜”，几百名志愿者
一天也能把树苗播满百亩荒漠。自从在上海遇
到沙尘天气后，张鑫就一直关心民勤的治沙情
况。从 2017年起，她每年春天都带儿子去民勤
栽树。

近两年，“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每年治理 5

千亩荒漠， 当地政府则以一年 5万亩的速度推
进。“变化巨大。”韩杰荣感叹道，“降水量增加起
码一倍有余，植被覆盖率更是每天都在上升。”

他向记者展示了两张照片，那是国栋村东
南方向一个叫干河墩的地方。2009年以前，那
里还是漫漫黄沙； 而在 2018年拍摄的第二张
照片里，那里已成绿色草原。

温水煮青蛙

民勤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
间，是阻断两大沙漠会合的天然屏障。要么沙
进人退，要么人进沙退。

42岁的韩杰荣忆起儿时的民勤时，话语间

充满怀念。 他说， 民勤当时 “就跟天堂一样”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几乎都种着一排排 20

多米高的白杨树；河边长满红柳，孩子们有时
会折下几根柳条吹柳笛，或是编成草环送给女
孩子。村民们用柳镰割下柳条，再剥皮，把枝条
编成柳筐。这样的柳筐不会吸水，很轻，且特别
坚固。

带着美好回忆，韩杰荣离开了家乡，到兰
州念书。2004年的一天， 还在读研的他在一家
餐厅吃饭时瞄了一眼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纪
录片《无水的绿洲》，影像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
生———这的确是民勤，可这干涸的大地、漫天
的黄沙……家乡怎么变成这样？

韩杰荣吃不下眼前的饭菜了。 他起身离
开，决心做些什么。回到寝室，他上网找了百余
篇关于民勤治沙的学术文章。有专家说，民勤
的地下水将在 17年内消失，拯救民勤，已是迫
在眉睫。

他决定先申请一个关于民勤的域名。这对
学 IT 的他而言，并非难事。很快，一个简单的
网站———“拯救民勤网”上线了。“保家卫国，守
土有责”，8个大字下方是留言板。 他暂时没有
想好网站内容，打算先看看人们的想法再说。

出乎他意料的是，仅一个月的时间，留言
板上就有一千多条留言。许多和他一样的人都
在关心家乡之变。

“现在回想起来，荒漠化其实早有迹象，只
是大家都没在意。” 韩杰荣说，“家门口的那口
井，越打越深，直到我 10 岁那年，再也打不出
水；小学教室门口就有个大沙丘，一年级的时
候，识字课老师常带我们到沙丘上课……”

通过加 QQ、发邮件、打电话，韩杰荣认识
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当时在兰州做制
药公司销售的马俊河。2005年春节， 韩杰荣与
马俊河约定在民勤见面，他们骑着摩托车访遍
民勤各地。

自 1997年离乡以来， 这是韩杰荣第一次
认真打量家乡， 亲眼所见一切使他震惊不已。

“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郁郁葱葱的感觉。河边光
秃秃的，没有红柳了，也没有白杨了。”他认为，

民勤环境的恶化是渐进又漫长的， 长期居住在当
地的百姓全然意识不到，宛如温水煮青蛙；只有他
这样在外多年的人才能在返乡时看出变化。

韩杰荣给记者找出一张他儿时在家门口拍
的照片。照片里，他站在白杨树下，对着镜头大
笑。而 2005年他去了曾经拍照的地方，再也寻不
到那些树。

延缓“17年”

梭梭树，又称盐木，顾名思义，耐盐碱，耐干
旱。这是能在沙漠生存的重要特质。1棵成年的梭
梭树，可固定 10平方米沙漠。

先干起来， 哪怕只是稍稍延缓专家口中的
“17年”———马俊河与韩杰荣的想法很快达成一
致。

2007年的大年初六下午，马俊河兴奋地从老
家民勤县国栋村的村委会走出。村委会同意将村
东的几百亩地免费承包给他。这片地，村民不再
放牧，而马俊河也只能用它来栽树。

这就足够了， 马俊河心想。 他赶紧联系 QQ

群里的朋友， 约定开春后就来这片土地栽树。来
自东航甘肃分公司的 20多人响应了他的第一次
号召。为了不让这群年轻人觉得枯燥，马俊河精
心规划了行程，将栽树公益活动巧妙融进了公司
的春游团建。他们一路自驾，晚上还举办篝火晚
会。次日，他们前往国栋村东，花一上午的时间种
了 20亩地的梭梭树。

类似团建活动连续办了好几年，“拯救民勤”

志愿者协会应运而生。到了 2010年，国栋村村委
会决定以派工的形式帮助他们，让村民们一道种
树。马俊河至今记得村支书那句话，“外地人大老
远过来种梭梭，本地人能不管吗？”

“其实，雇工程队既便宜效率又高。我们花钱
雇村民栽树， 一来是想让他们赚些钱补贴家用，

工资从一上午 80元一直涨到 150元， 这笔钱在
民勤不是小数目。”韩杰荣说，“二来，自己亲手种
树，会给他们带来参与感与认同感，让他们自发
地保护这片土地。再来，民勤这地方以前相对封

闭，村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外界，这也是一个让
他们与外界产生交集的机会。”

国栋村东的这片沙地与盐碱地，正是“拯救
民勤”拯救的第一片土地。栽完树 1个月后，马俊
河再到那儿去，看到满地的梭梭树都冒了头，“当
时感觉自己活了 20多年， 那是最有成就感的一
天”。又过了 15年，如今这片土地已有狐狸、兔子
等小动物出没。

“本来想着在外打工，混得好了还是要回老
家的，结果发现不光不一定能‘衣锦还乡’，甚至
可能无家可归。”在昌宁村外的盐碱地上，马俊河
铲起一些土，覆在梭梭树苗上，“努力过才不会后
悔！”

赚钱做什么

“别看现在风生水起，当年一整年只能治理
80多亩地， 还不如现在 20多名村民干一上午。”

韩杰荣回想当年窘境，自嘲地笑了，“核心问题只
有一个———没钱。”

单凭热情，能做什么？韩杰荣计算过，把树苗
钱、人力等消耗相加，平均一棵梭梭树的成本在
10元左右。而 2007年一整年，“拯救民勤”一共只
收到 12000元捐款。

他们想过以经营副业赚钱———通过电商平
台售卖农副产品。民勤县昼夜温差大、日照长、水
分蒸发量大、工业污染少，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农副
产品质量过硬的保证。 他们为品牌起名 “梭梭农
庄”，策划案却因“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而搁置。

2009年，马俊河辞职返乡，打算全心全意投
入治沙事业，却发现“没钱什么都干不了”。当树
苗栽完或没有志愿者前来时， 他只能困守家中。

村里信号不好，他甚至难与外界联系。

转机来得不算太晚。2010年 4月， 四二四特
强沙尘暴来袭， 其影响波及到远在东南的上海、

杭州乃至台北。 正巧， 一位来自杭州的记者在兰
州，亲历了人生第一次沙尘暴体验后，他设法找到
韩杰荣与马俊河。2011年 3月，《杭州日报》 在副
刊整版刊登了关于“拯救民勤”的文章与公益募捐

信息，之后杭州市民连续多年资助 2600公里之外
的民勤，在荒漠上种起大片梭梭树“杭州林”。

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一个地方能成为独立
的“天堂”。

在多家媒体的集中报道下，“拯救民勤”传遍
全国。捐款与志愿者们纷至沓来，马俊河负责在
民勤对接志愿者，韩杰荣则游走各地，尝试募集
更多捐款。

2013年，他们的电商计划终于落地。当时，政
府鼓励农民大量种植红枣、枸杞等作物，产出质
量虽高，却缺销路。两人便收购不少农作物，通过
朋友圈售出“梭梭农庄”的第一批商品。质量打开
销路，“梭梭农庄”登陆了多家电商平台，现今商
品范围扩大到蜜瓜、南瓜、羊肉、面粉等，甚至有
顾客对当地的沙子趋之若鹜。

即使以市场价的 1.5 倍收购农民手里的作
物，“梭梭农庄” 依然能以每年近千万元的营业
额，净利 30万元左右。韩杰荣有工作、收入，于是
这笔钱全被用于“拯救民勤”的运营，还给在组织
全职工作的马俊河发工资。 社会捐款则用于公
益，主要包括治沙与当地教育慈善，资金的流动
明细对每一位捐赠者透明。

“有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电商。” 马俊河
说，“一来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人，维持组织正
常运转，反哺公益事业；二来是为了留住老百姓。只
有让老百姓富起来，明白留在家乡有盼头，他们才
会真的留下。” 他们的电商模式被当地不少人借
鉴、复制。2017年末，民勤县达到脱贫摘帽标准。

栽树机器人

2013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强
调：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6年之后的今天，民勤县确实正在远离“第二
个罗布泊”的命运———2015年甘肃省第五次荒漠
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 与上期 2009年监测结
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
了 6.26万亩、6.76万亩；民勤县的“沙漠之湖”青
土湖曾一度消失数十年， 自 2007年国家实施石
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以来，10年间， 地下水位
回升了 1.08米，又成野生水鸟越冬栖息的乐园。

马俊河却没有太过乐观。他承认，民勤的荒
漠化确已得到有效遏制，“就你今天采访时刮那
阵风，换几年前保证你吃一嘴沙，现在就那么几
粒。”但他也直言，一些人所说的“民勤实现逆荒
漠化”言之过早。

2018年， 民勤县年均降水只有 100多毫米，

而蒸发量高达 2000 多毫米。“最关键的还是水。

现在民勤的水资源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

直到今天，民勤县的农村里，仍然采用 IC卡定额
用水。每家按人口、农产、牲畜种类与数量向政府
提交申请，按额度定量取水。

栽了一上午树，马俊河与村民们都没喝过一
口水。“我们喝水少，早就习惯了。”他告诉记者，

现在的努力主要还是为了维持现状，同时改善村
民的生活质量。

治沙 12年，“拯救民勤”日益专业。梭梭树的
种植密度从每亩 120 棵一路减到林业局所提出
的每亩 45棵。 栽树时最费力的挖坑与浇水也由
拖拉机与运水车负责。他们养了骆驼，既能吃掉
过于茂盛的树叶，防止树吸干土地养分，骆驼又
能踩踏鼠洞，阻止老鼠对树的啃食破坏。他们还
立了不少鹰架，方便捕食老鼠的老鹰落脚。

有其他公益组织主动伸出援手，向治沙一线
派了工程师，试图解决盐碱地渗水环节时间过长
的问题。韩杰荣还不满意，他想要实现全自动化
栽树。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民勤绿洲外围尚有约
100万亩荒漠须治理， 政府每年治理 5万亩，“拯
救民勤”治理 5千亩，到完工还得十多年。

“我的设想是打造一个类似四足机器人的栽
树机器人。”谈起正与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合
作研发的栽树机器人，向来语气平和的韩杰荣难
掩兴奋，“现在连原型机都还没有。不过，如果成
功，民勤县的治沙进程将缩短到 5至 8年。”

今年春天，张鑫依然如往年一样，带着孩子
从上海来到民勤。她铲土，孩子再把梭梭树苗放
进坑中。不远处，他们第一年种的梭梭树已经长
到齐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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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际社会求同存异以合作促发展（上接第 1版） 我赞同总统先生提出的意中应
该做利益包容、共同发展的伙伴，中方愿同意
方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要强化理念沟
通，巩固政治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密切政府、立
法机构、政党交流合作。双方要打造合作亮点，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务
实合作规划。中方愿进口更多意大利优质产品，

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意大利投资兴
业。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加强文化、教育、影
视、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筑牢民心相通工程。

习近平指出，中国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
程，尊重欧盟为解决自身问题所作努力。希望
意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同中方一道
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
方愿同意方就联合国事务、全球治理、气候变
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议题加强沟
通和协调， 共同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 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马塔雷拉表示，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我
前年对中国的访问至今记忆犹新。意中保持密
切高层交往，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这次来访，充
分显示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中国是意大利紧
密而重要的伙伴。 意方钦佩中国发展成就，赞
赏中方奉行开放战略， 看好意中合作前景，愿
以意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周年和明年
建交 50周年为契机，拓展两国经贸、投资、科
技、创新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意大利和中国曾
位于古代的丝绸之路两端，这是我们两国密切
联系的纽带。意大利支持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相信这将有利于欧亚大陆
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当
代焕发新的活力。“一带一路”也是一条文化交
流之路。意方愿加强同中方文化旅游领域交流
合作。意中都是拥有上千年文明的古国，两国
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应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

挑战。意大利相信中国的复兴将为世界
和平与繁荣做出新的历史贡献。意方致
力于推进欧中关系深入发展，愿加强同中国在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构中的沟通和协
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携手应
对气候变化、国际安全等方面的挑战。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 马塔雷拉总统在总统府广场为
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早春的罗马煦风微
送，晴空万里。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在身
着盛装、雄姿英发的意大利骑兵护卫下，前往
总统府广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马塔雷拉总
统和女儿劳拉在停车处迎接，互致问候。随后，

军乐团奏中国、意大利两国国歌，升中国国旗。

两国元首一同检阅仪仗队。 仪仗队长趋前请
习近平检阅。习近平在马塔雷拉总统陪同下依
次检阅陆军、海军、空军和骑兵方队。习近平同
意方主要官员握手，马塔雷拉总统同中方陪同
人员握手。

当天，习近平向意大利无名烈士纪念碑献
花圈。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新华社罗马 3 月 21 日电 （记者 陈占杰
李建敏）2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罗
马，开始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意大利领空时，

2架意大利空军战机升空护航。当地时间晚 6

时 30 分许， 专机抵达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礼兵敬礼致
意，意大利农业旅游部部长等高级官员在舷梯
旁热情迎接。 习近平和彭丽媛沿红地毯前行。

礼兵肃立在红地毯两侧，行注目礼。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意大
利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
平指出，中意建交 49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时

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双方秉承互尊互信、

互利共赢原则，不断推进中意友好和合作，成为
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国家发展双
边关系的典范。中意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为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人文交流丰富多
彩，增进了彼此了解和友谊。

习近平指出， 我期待着同马塔雷拉总统、孔
特总理等意大利领导人会谈会见，共同描绘中意
关系未来发展蓝图。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也到机场迎接。

在结束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还将
对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罗马 3月 22日电 （记者 李建敏
蒋国鹏）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在罗马和意大利
总统马塔雷拉一道会见出席中意企业家委员会、

中意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会
议双方代表。

习近平祝贺中意务实合作三大机制性会议
首次同期召开，感谢两国工商企业界、文化艺术
界人士长期以来为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加深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 增进两国友谊作出的努力和贡
献。习近平指出，中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文明
的传承都高度重视， 这是两国能够相互理解、友
谊长存的根基。根深则叶茂，中意是互尊互信的
战略伙伴、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文明互鉴的交
流伙伴。 双方能够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双边交流合作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双边贸
易平稳发展，双向投资快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两国文化交流精彩纷呈，

走在中西文化交流合作的前列。我对中意关系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意建交 50周年，两国

将互办文化旅游年，各领域合作将迎来新
的机遇。 中方愿同意大利各界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在互利共赢大路上行稳致远，为促
进中欧互联互通乃至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贡
献。希望中意企业界、文化界人士在各自领域为
两国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马塔雷拉表示，意中都是文明古国，这是两
国关系丰厚的底蕴。两国传统友好、经贸交往和
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新形势下，意大利政府支持
两国企业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支持两国文化界开
展全方位交流。双方要共同努力，将两国经贸合
作提升至新水平，拓展文化丝绸之路，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共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推动
意中关系更上层楼。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
动。

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人民日报 3月 23

日评论员文章：让传统友谊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3月 21日至 26日，

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 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访
问。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今年首次出访，对中
意、中摩、中法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将为
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共建“一带一
路”开辟新空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
石。” 深厚的传统友谊， 静静流淌于中国与意大
利、摩纳哥、法国友好交往的长河中，佳话传扬。

千年丝路连接起中国和古罗马两大文明， 一部
《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历史上第一次“中
国热”；摩纳哥王宫中，中式家具、石狮和亭子，诉
说着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历史；伏尔泰等法国启蒙
思想家对中国儒家思想抱持浓厚的研究兴趣；20

世纪初，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
国负笈求学的；二战中，法国医生贝熙叶冒着生
命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

“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
果。”进入新时代，高层交往为巩固传统友谊、增进

战略互信、推动世代友好和全面合作深入发展，发
挥着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 习近平主席欧洲三国
之行，必将让传统友谊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今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
年，明年将迎来中意建交 5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
时隔 10年再次访问意大利， 双边关系将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中摩建交 24

年来，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近年来，双方在生态环保、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
源、绿色低碳、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深化合作，为
大小国家友好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国家主席首
次访问摩纳哥， 将开启中摩关系发展新时代。法
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55年
来， 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关系前列， 成为 “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
系”。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 50周年纪念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
瞻远瞩、合作共赢”概括中法关系的精神，揭示了
双方相互走近、真诚合作的不竭动力。习近平主席
再次访法，必将开创双边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在高层交往的引
领下，中意、中摩、中法不断密切人文交流，为传
统友谊历久弥新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民间交
往的滋润，民心相亲的力量，必将让中国与三国
友好交往更趋活跃、友谊之树更加枝繁叶茂。

“友谊是相互信任，是长存于心。”友谊基于
信任，也将增进信任。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
对三国的历史性访问，必将为中欧关系特别是中
意、中摩、中法双边关系培育出更加艳丽的花朵，

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赋予友好交往更加丰富的
内涵，更好造福、更多惠及中欧人民，书写新时代
中欧友好交往新佳话。

据新华社罗马 3 月 21 日电 由中国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创作并译制的系列视频 《平 “语”近
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意大利语版）21日起
在意大利开播上线，并在全球意大利语国家和地
区同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