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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來華莫迪來華
中印擬簽百中印擬簽百億億美元大單美元大單

習近平或赴西安會見 兩國料簽20項經貿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印度總理莫迪今日開啟為期

三天的訪華之旅，這是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年9月訪印以來，兩國高層又一次重要

互動。其間兩國有望簽署至少20項經貿

合作協議，預計金額不會少於100億美

元。據印度媒體報道，莫迪首站到訪習

近平家鄉陝西，習近平破例赴西安迎接，

或將一起登臨大雁塔。之後莫迪還將到

訪北京與上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於周日
（17日）啟程，訪問巴西、哥倫比
亞、秘魯、智利四國。這是本屆政府
總理首次訪問拉美。據悉，拉美是中
國開展產能合作和國際裝備製造合作
的重要對象。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屆
時，中巴將簽署涉及橫跨巴西、秘魯
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兩洋鐵路可行
性研究合作文件。

為中國裝備走出去站台
李克強總理將於17日至29日訪問

拉美四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昨日在
吹風會上介紹，訪巴期間，李克強將
同羅塞夫總統舉行會談，共同出席中
巴工商界峰會閉幕式並致辭，並會見
巴參、眾議長。除首都巴西利亞外，
李克強還將訪問里約熱內盧，參觀中
國裝備製造業展覽。雙方將簽署政
治、經貿、金融、農業、科技等領域
的政府間和企業間合作等一系列協
議。
李克強訪哥恰逢中哥建交 35 周

年，也是中國總理 30年來首次往
訪。李克強將同桑托斯總統舉行會
談，共同出席中拉人文交流研討會。
中哥雙方將簽署經貿、投資、基礎設
施建設、製造業、農業、通信、文
化、教育等領域的政府間和企業間多
項合作協議。
李克強的秘魯之行是中國總理20

年來首次訪問秘魯。他將同烏馬拉總
統舉行會談，並出席有關人文活動。
中秘雙方將簽署經貿、投資、基礎設
施建設、質檢、科技、航天、通信等
領域的政府間和企業間多項合作協
議。
今年是中智建交45周年和兩國自

貿協定簽署10周年，也是智利「中
國文化年」。訪智期間，李克強將同
巴切萊特總統舉行會談，出席中智建
交45周年經貿研討會暨中智企業家
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開幕式，並在聯合
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發表
重要演講。中智雙方將簽署政治、經
貿、金融、文化、科技等領域的政府
間和企業間多項合作協議。

簽署多項產能合作協議
「兩洋鐵路」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次出訪拉

美提出的框架協議。商務部部長助理童道馳昨
日透露，李克強此訪將簽署兩洋鐵路可行性研
究合作文件，就啟動可行性研究做安排。同
時，中巴還將簽署兩國政府間2015至2021共
同行動計劃及產能合作、農產品准入等領域合
作文件。
童道馳多次提及「產能合作」一詞。李克強

總理訪哥期間，雙方將「加強在基礎設施投
資、產能合作等領域的交流」。訪秘期間，將
「簽署產能合作、農產品市場准入、人力資源
培訓等合作協議」。訪智期間，將「簽署產能
合作、避免雙重徵稅、貨幣互換等文件」。

對於莫迪此次中國之行，印度駐華大使阿
肖克．康特此前表示，莫迪此訪將會取

得一些務實成果，有望進一步推動中印關係
發展，落實去年習近平訪印的重要成果，深
化經濟合作，為兩國關係發展提供新的發展
機會。

「一帶一路」天然合作夥伴
康特透露，在莫迪訪問期間，兩國有望達
成十幾項具體合作項目，還將簽署至少20個
經貿合作協議。這些合作將不局限於北京與
新德里，還將包含邦與省、市與市等各個層
面的交流與合作，兩國間各領域的合作正在
進一步深化。
中國駐印度大使樂玉成同時亦表示，印度

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天然和重要的合作
夥伴。此次莫迪訪華期間，如果中印企業能
達成一致，預計簽署的投資協議不會少於100
億美元。
中國與印度作為亞洲兩大經濟體，雙方經
濟關係密切，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
兩國雙邊貿易總額在700億美元左右。去年9
月，習近平在訪印期間，中印兩國在經貿投
資領域共簽署12項合作協議，累計對印投融
資金額達130億美元。

互訪家鄉 或同登大雁塔
據印度媒體報道，此次莫迪中國行首訪西

安，將參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大興善
寺、大雁塔、西安城牆等地。而國家主席習

近平也將在西安接待莫迪，並設宴款待。根
據行程安排，習近平還可能會陪同莫迪登臨
大雁塔。此外，中方還將在西安城牆南門舉
行隆重的入城儀式歡迎貴賓的到來。
對於莫迪訪華首站便到訪陝西，外界普遍

認為這是莫迪對於習近平訪印的「回禮」。
去年9月，習近平訪問印度時率先到訪的便
是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當時，習近平就
邀請莫迪到他的家鄉看看。
西安不僅是著名絲綢之路起點，也是玄奘
西行取經的出發地和譯經之地，莫迪在微博
上透露了他首選西安訪問的另一個原因：回
憶與習主席的會談以及他邀請我訪問他家
鄉；期待訪問歷史悠久的西安，其與玄奘及
他對印度之行取經有密切的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軼瑋北京報道）在印度
總理莫迪訪華前一天（13日），中國佛教協會
在北京廣濟寺舉辦「文明互鑒——弘揚玄奘精神
座談會」。分析指出，選擇在此刻舉辦玄奘精神
座談會，意在彰顯佛教不僅是中印兩國人民自古
以來互聯互通、互學互鑒的歷史佐證，同時亦會
在助推「一帶一路」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
家戰略中發揮積極作用。

象徵文明互鑒和睦包容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副會長第十一世

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大師以及數十位佛學大
德專家出席了座談會。與會專家普遍認為，玄奘
大師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為亞洲文化交
流與融合作出了卓越貢獻。新近當選中國佛教協

會會長的學誠法師倡議設立
「玄奘大師獎」，用以表彰對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作出傑出貢獻的國內外人士。
在專家們看來，歷史上，絲綢之路是連接、溝

通東西方商貿、文化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實現
了亞洲不同民族的交流互鑒，不同文化的碰撞與
交融，進而孕育出光輝燦爛的絲路文明。事實
上，玄奘精神早已成為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乃至
亞洲和世界各國之間，文明互鑒、和睦包容的重
要象徵。

一千多年前（唐貞觀三年，公元
629年），唐朝高僧玄奘從長安（今
西安）出發，單人獨騎沿着絲綢之
路，西行印度取經。歷經17年的磨

礪，玄奘最終從印度帶回梵文佛經657部，並在長
安大慈恩寺潛心譯經，玄奘西行也開啟了長達十三
個世紀之久的中印政府間友好往來。至今，印度人
仍對玄奘非常推崇。玄奘這個名字在印度幾乎家喻
戶曉，只要是上過中學的印度人，大都知道這位中
國高僧。

譯本回憶錄成重要史料
唐永徽三年創建大雁塔，用以保存自印度取回的經

像、舍利。玄奘在長安費時19年，譯經75部，1,335
卷。如今這些佛經在印度已經失傳，玄奘的譯本就成
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

印度總理莫迪曾表示，玄奘在印度待了近15年之
久，還到了他在古吉拉特邦的老家瓦德納加爾，後來
還寫了一本回憶錄，成為7世紀印度社會、經濟和政
治狀況最權威和最精彩的記錄。這本書便是玄奘所著
《大唐西域記》，記述他西遊親身經歷的110個國家
及傳聞的28個國家的山川、地邑、物產、習俗等。

為紀念玄奘西行取經，5月18日，陝西省歷史博
物館還將舉辦《取經歸來——一代宗師唐玄奘

展》，使觀眾更深刻地認識了解玄奘
及其為中國佛教、文化
的發展，乃至中印文化
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傑出
貢獻。 ■記者張仕珍

西安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作為世界聞名的歷史
文化名城，西安今日還將在南門舉行盛大的仿
古入城儀式歡迎莫迪的到來，這也是西安對尊
貴客人的最隆重禮遇。
西安南門入城儀式被稱為「天下第一禮」、

「中華仿古迎賓第一式」。在深厚古樸悠揚的
古樂聲中，以金盔鐵甲全副武裝列隊出迎武士
為先導，隨皇家仕女魚貫而出的文官武將與多

國使臣穿過吊橋以禮相迎，婀娜多姿的歌女們
邁着輕盈的舞步，向尊貴的遠方來賓敬歌獻
舞。
隨着1996年西安南門仿古迎賓入城式第一次

正式亮相，此後，各國元首政要以及文體明星
都是在此開啟的古城文化之旅，至今已接待了
新加坡總理、泰國王后、德國總統等200萬中外
賓客，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首站西安
便是以仿古入城式歡迎他來到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美方涉南海
航行自由言論回應，中方對美方有關言
論表示嚴重關切，要求有關方面謹言慎
行，不得採取任何冒險和挑釁行為。
另有記者問，美國一不具名官員12日
稱，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考慮派遣軍艦和
軍機進入中國近期填海造地的南海島礁
12海里以內海域，以在世界貿易的重要
海域證明航行自由。報道稱此舉將挑戰

中國擴大南海影響力的努力，符合美軍
一貫「航行自由」主張。中方對此有何
評論？
華春瑩表示，中方對美方有關言論表

示嚴重關切，美方有必要予以澄清。

繼續監控駛近美艦
她說，中方一向主張南海航行自由，

但航行自由絕不等於外國軍艦、軍機可
以隨意進入一國領海、領空。中方將堅

定維護領土主權。
此外，據美國海軍發佈消息稱，5月

11日，美國海軍瀕海戰鬥艦「沃斯堡」
號駛近南威島，中國海軍護衛艦緊密監
視。美海軍稱其艦隻在國際水域航行。
華春瑩就此應詢時表示，中方將採取

堅定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中方
將繼續對有關海空情況進行監控，應對
任何侵犯中國主權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的行為。

中國佛協擬設「玄奘大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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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艦或任性駛近南海島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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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鑒——弘揚玄奘精神座談會」現
場。 記者軼瑋 攝

■玄奘雕像。
資料圖片

■習近平去年訪問莫迪
家鄉古吉拉特邦，參觀
甘地故居。 資料圖片

■■習近平或陪同莫迪登臨習近平或陪同莫迪登臨
西安大雁塔西安大雁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取經歸來取經歸來——一代宗師唐玄奘一代宗師唐玄奘
展展》》展出的雕版陀羅尼經咒展出的雕版陀羅尼經咒。。

本報西安傳真本報西安傳真

■美國海軍瀕海戰鬥艦
「沃斯堡」號駛近南威
島。 取自美國海軍官網

■西安將在南門舉行盛大的仿古入城儀式歡迎莫迪的到
來。 本報西安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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