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台97场参演剧目精彩纷呈
第 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10月 18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记者从
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 10月 18

日至 11 月 17 日举行，43 台 97 场参
演剧（节）目中，全球首演 8台，亚洲首
演 5台，上海原创 8 台。参展项目 12

个，“艺术天空” 系列演出覆盖全市 16个区，

上演 98场演出。“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
7位艺术家推出 6部原创作品， 艺术教育深
入学校、社区、剧场，举办约 40项 100场左右
的活动，交易会和论坛预计有来自 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450家机构、900多人参与。

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

作红色主题杂技剧 《战上海》（暂名）将
为本届艺术节拉开帷幕。在红色旗帜的
召唤下，艺术节汇聚全国各地献礼中华
人民共和国 70华诞的精品力作。 如中
国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三湾，那一夜》

表现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三湾
改编”， 生动展现毛泽东同志在风云激荡中熔
铸人民军队之魂的政治远见和艰难历程。

随着上海演艺大世界步入轨道，艺术节期
间，一系列重要演出将在上海大剧院、文化广
场等环人民广场区域上演。首次投入使用的上
音歌剧院、上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将在艺术
节上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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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更多顶级比赛落沪
应勇会见国际篮联主席穆拉托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上海市市长
应勇昨天会见了国际篮联主席霍拉西奥·穆
拉托一行。

应勇感谢国际篮联选择中国举办本届
篮球世界杯， 并将上海作为承办城市之一。

他说，篮球运动是中国人民非常喜爱的体育
运动之一，在上海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本届
世界杯在沪举行，为中国及上海人民带来了
一场篮球运动的盛宴。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
中心城市，上海既关注群众体育，也积极促
进竞技体育发展，全力推进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和国际一流赛事之都建设，欢迎更多国际
顶级体育比赛落户上海。我们愿以此次篮球

世界杯在沪举行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国际
篮联的交流合作，为推动篮球事业在中国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穆拉托说， 很高兴看到篮球世界杯在
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举办， 相信本届世界
杯将是史上最棒的一届。 上海是个宏伟的
城市， 每次来都为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感
到惊奇。 国际篮联将努力促进篮球运动在
中国的发展， 并期望在上海举办更多的比
赛。

国际篮联秘书长安德里亚·扎格里斯，

国际篮联副主席、候任主席哈玛尼·尼昂，上
海市副市长陈群参加会见。

全力以赴推进国庆安保工作
上海社会面防控工作视频

会议举行，尹弘讲话
本报讯 上海国庆 70 周年期间社会面防控工作视

频会议昨天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尹弘出席并
讲话。

尹弘强调，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把思想、认识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大
局观念，提高使命意识，增强信心决心，充分认识做好国
庆安保工作的重大意义，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推进各项
工作。要以社会面防控工作为牵引，严实细密落实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要以局部平安稳定保全市平安稳定，以上海平安稳定保
全国平安稳定， 为国庆 70周年期间各项活动的安全顺
利举办作出积极贡献。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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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一届的世界中国学论
坛又在黄浦江畔召开。很多人在
第一次听到论坛名字时会问：为
什么世界上会有一门专门用“中
国”来命名的学科？

中国学研究脱胎于汉学，在
西方语境中曾经是一门无足轻
重的边缘性学科。然而，近 40多
年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中国快速从一个地理的大国和
平发展成为经济的大国、政治的
大国和文化的大国，无论从何种
角度看，中国都已是一个无法忽
视的巨大存在。 正因为如此，世
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需要关注世界，中国与
世界，世界与中国，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深度地交织在一起。这
种交织，使海外中国研究开始从
边缘走向中心，步入它真正意义
上的繁荣时期，越来越多的国家
及其学者参与到中国研究中来，

研究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

有人认为，中国学已从一门
边缘性的学科变成当今世界的
一门“显学”。是否真的如此，其
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研究
正日益显示出它的世界性，而且
它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扩大，却
是不争的事实。有位美国知名的
中国学家曾经说过，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西方的思想家可以大
言不惭地说我为什么要知道中
国， 但现在没人再敢这么说了，

因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
实体，任何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
思想者，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如果
不能包容和解释中国的经验，那
就没有说服力。这说明，正在崛
起的世界中国学将不仅会改变
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而且有助
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思想的
产生。

本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召
开，正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

年来，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世界
也更多走近中国。 回顾历史，由
于受全球冷战、 意识形态至上的影响，1949年以后
中外学术交往一度举步维艰， 中国学者出不去，外
国学者也进不来。这种人为的悬隔之局曾给中外学
界带来了无限的怅惘。中国学人自然无从接触和了
解海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域外学界，即使是专门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人也只能通过其他国家或地区
等有限的渠道来“迂回”了解中国。这种状况在改革
开放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外学术交往回归正
轨，曾经“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
离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上对于中
国仍然存在失真失实的认识，误解与偏见也依然存
在。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上构建更稳固且更具成效的
本土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平台，并借
助这种交流与对话，一方面逐步破除海外中国学研
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和所谓“中国威胁论”

的认知，在学理上重构世界中的中国形象；另一方
面揽镜自鉴，为本土的中国研究提供更深广的“他
者”视角，并借此反观自身以获取自知之明，不但必
要，而且紧迫。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由上海创设的世界
中国学论坛应运而生。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论坛的会
标，除了中英文外，还有一个图案，这取自《周易》中
的《同人》卦，表达的就是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融汇
发展的愿望，希望通过这个常设的论坛，在中国与世
界之间架设一座彼此沟通、相互借鉴的桥梁，让世界
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进而
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有人将世界中国学论坛比喻成黄浦江畔的一张
学术“圆桌”。的确，参与论坛的学者遍及全球，除了
来自欧美、日本等传统中国研究大国外，也有相当比
例来自拉美、非洲、中西亚等地。其中既有享誉国际
的中国学大家、资深学者，也有刚冒尖的新生代“中
国通”，可谓少长咸集，共同就中国研究的热点问题
和核心议题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不同的观点在这里
争鸣，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交锋，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对
话，并在这种争鸣、交锋和对话中，深化彼此对中国
的认识和理解。

当今世界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面对诸多不
确定性，人类需要达成更多共识，才能劈波斩浪、

同舟共济。中国道路正在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理应为世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期待在中国学论坛这张学术“圆桌”上，有更多
精彩中国故事被讲述， 文明互鉴交流结出更丰硕
的果实。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

卜励德：中美关系可以经受住压力
■本报记者 杨瑛

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卜励德笑
言，“来中国的次数多到记不清了，大概有
60 多次吧。”1972 年，36 岁的卜励德陪同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
史性访问，被尼克松称为“中国小伙”。如
今，当年的小伙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中
国问题专家。 在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上， 这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老
人，在谈及中美关系时乐观表示，中美关
系可以经受住压力，人文交往构成了两国
关系的基石。

今年恰逢中美建交 40周年， 但眼下
中美两国间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却成为国
际社会焦点。 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亲历
者，卜励德表示，尽管需要一定时间，但两
国一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
顺，两国间既有竞争，也相互合作。卜励德
认为，两国都需认识到的事实是：中国太
大，无法遏制；中美两国关系又紧密相连，

如果两国选择站在对立面，那么自身也将
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

济体，美国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着重要
角色，诸如气候变化、经贸问题等议题都需
要两国合作才能解决。同时，中美关系也会
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未来
两国在符合各自利益的前提下继续竞争与

合作应当是一种常态。

卜励德认为， 在中美建交 40年后的今
天，中美关系可以经受住压力，冲突也并非
不可避免。双方应继续前行，把重点放在务
实的解决方案上，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声明
上。双方的目标应当是放手让中美两国人民
追寻其共同利益，促进两个社会能够（用基
辛格的话说）“共同演进”。

卜励德认为，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在国家
层面关系较为紧张，但在地方、私营部门和
学者等方面的交流良好。“中美关系就像一
座冰山，看上去比较危险，但在水面之下，大
量的民间交流让状况变得稳定。”

过去 25年里， 卜励德一直致力于中美
之间的人文交往。今年 5 月，费城交响乐团
第 12次来华演出，引起热烈反响。这份情谊
要追溯到 1973年，当时在卜励德的牵头下，

费城交响乐团首次来华，从此开启了“中国
乐章”。“事实上， 两国人民都希望建立联
系”，卜励德说。

对于中美关系和两国民间往来，卜励德
坦率地说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 尽管 40年
来中美关系几经风雨， 但整体是积极向上
的。“两国的下一代年轻人将决定未来中美
关系走向。”

杜维明：让中国智慧得到应有敬重
■本报记者 夏斌

生于中国云南， 学于中国台湾，60余
载弘道于天下。昨天，北京大学人文讲席
教授杜维明获颁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儒家很少讨论人是怎么来的，而更关
注人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不长的获奖
感言中，杜维明重点讲述了自己对“学以成
人”的理解。他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门“为
己之学”，有着非常强烈、理性的人格发展
意识。它通过个人的道德自觉，实现家庭、

社会的和谐，同时用这个力量来转化社会、

移风易俗， 使得人的品质乃至政治的品质
有所提升。

1962 年，22 岁的杜维明前往美国深
造；196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
后，他频繁穿梭于东西方世界，身体力行
地传播儒家文化。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
表人物，杜维明尤为注重以多元发展的眼
光来审视儒学传统，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来复兴中华文明。

“以前的问题是常常把中国传统文化
糟粕中的糟粕、儒家糟粕中的糟粕拿来和

西方精华中的精华来比较。这样对比是不行
的。”杜维明强调，全球化不是“同极化”，而
是会促进地方化、区域化。中华文明是一个

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宽容的文明。参照
系越扩大，就越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非
东即西”的道路。

杜维明认为，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对
话时代，即核心价值与核心价值之间的对话。

一方面是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个人尊严，另一方面是儒家的仁、义、礼、智、

信，包括正义、责任、同情、社会和谐的价值，

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融合协调这些价值。

2010年，从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卸任的杜
维明接受北京大学的邀请，担任高等人文研
究院的首任院长。他希望，通过集结一支研
究队伍， 深入探索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价
值，让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佛学的“慈悲”、道家的“无为而治”等
中国智慧得到世人应有的敬重。

“仅就儒家传统而言，首先是从曲阜走向
中原，接下来是从中原走向东亚，下一步就是
能不能走出东亚、面向全球？”杜维明认为，儒
学继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批判精神能不能维
持；从世界范围来看，则需突破各式各样的中
心主义。做到这些，儒学会迎来更加光明的未
来，“花果飘零”会有“灵根自植”的可能。

卜励德 从事美国外交工作34年，之后担
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12年，2004年7月1日以
来任亚洲协会荣誉会长。1972年，陪同尼克松
总统完成了历史性的北京之行。2010年3月，

出版回忆录《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

荷兰学者表示，“在我学汉学的时候，研究者屈指可数。现在，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拥抱世界 融入世界 共建世界
■本报记者 王珍 夏斌

“在我学汉学的时候， 当时研究的人屈指
可数。现在，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这不仅对
中国好，对世界也好。”在昨天开幕的第八届世
界中国学论坛上，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荷兰
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的一番话，引发了现场
数百名与会者的共鸣。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在论坛开幕
式及全体大会上，几乎每一位发言者都对中国
7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予以关注与肯定。同
时，70年来中国与世界相互交织、 彼此促进的
关系，也成为交流的聚焦点。

历史给解决当前问题提供启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不断发展壮大
的过程，也是中国拥抱世界、融入世界、共建世
界的过程。他指出，70年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
民真诚相处、守望相助、命运相依，在办好自己
事情的同时，积极为世界作贡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前我们面临的问
题，历史往往已经提供了启示。本届中国学论
坛上共有 4位学者获颁中国学贡献奖，他们既
是中国与世界 70年互动历程的参与者， 也是
见证者。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在获奖
感言中回顾了 1972年他随尼克松总统首次访
问中国的情景。他坚信，中美关系依然可以经
受住压力。日本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滨下武志强
调，我们需要创建遍及全世界，打通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网络。

70年弹指一挥间，70年沧桑巨变。在上海
社科院院长张道根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
历史性成就，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我们走出
了符合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受益
者，也是维护者和贡献者。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道路，不是外交辞令，不是一时之举，是始终坚
持的历史方向和战略取向。

世界有更多机会分享“中国红利”

美国连锁超市“开市客”为何受到中国消
费者追捧？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优势在哪里？

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是学者热议的热门话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
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贫穷走向富裕，

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的
底气所在。 随着中国深入推进中非合作、“一
带一路”等，世界各国将有更多机会分享“中
国红利”。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强调，对中国来
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
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 尤其是后 20

年，应该说越来越多的是依靠这个后发优势。

下一步， 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市场的潜
力？与会者提出，一要看改革能不能深入，能不
能提高体制的效率；二要看能不能在自主创新
上实现真正的突破。国际经验表明，科技创新
不是政府“补贴”能够孵化出来的，也不是政府
“决定”就能发展出来的，而是通过完善以知识
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使得创新
不断地在市场中生长。

文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多样性
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文基础。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
记、第一副院长潘岳认为，当今世界，西方现代
文明不再一家独大，拥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历
史的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俄罗斯文明、印
度文明、波斯文明、奥斯曼文明等古老文明，正
在重焕生机。古老文明并不都是完美的，但因
其内生的开放包容传统，有益于形成各文明间
平等对话的共同体。

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 北京大学人文讲
席教授杜维明指出， 在自然环境被不可逆地
破坏、世界秩序动荡与变化、种族主义复辟、

人际关系被钱权宰制的大背景下， 人类应通
过对自身的反思，重构精神世界，追求意义，

学习做好各种角色的自己，建立“如何做人”

的自觉。

在施舟人看来，世界文化不能只有一种形
态，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多样性。如果只有西方
的文化，没有中国的文化，这种世界文化就不
会存在。他举例说，中国的“道法自然”，实际上
早在 17、18世纪就已经影响到欧洲。中华文化
在其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复兴，这不仅
是中国文化的未来，也是全世界文明的信心和
希望的源泉。

杜维明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北京
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创办院长，美国人文社
会科学院院士，深入阐释和倡导“文明对话”

“文化中国”理念。

图为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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