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23日在德黑蘭薩德阿巴德王

宮同伊朗總統魯哈尼舉行會談。

雙方一致同意建立中伊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推動雙邊關係邁上新

台階，更好造福兩國人民。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絲綢

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以及能

源、產能、金融、投資、通信、文化、司法、科技、新聞、海

關、氣候變化、人力資源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據

外電報道，雙方當天簽署了17項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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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與魯哈尼會談 簽能源金融等17項合作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主席習近平21日在開羅阿拉伯國
家聯盟總部發表重要演講，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登
上阿拉伯國家聯盟總部講台。《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
論員文章指出，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全面闡述了中國對
促進中東和平與發展的政策主張，提出中阿共建「一帶
一路」和平、創新、引領、治理、交融的五大理念，開
展促進穩定、創新合作、產能對接、增進友好四大行
動，並宣佈了中國面向中東、阿拉伯國家的一系列重要
合作舉措。
文章表示，中阿共建「一帶一路」，重要的是落實四大
行動。一是高舉和平對話旗幟，開展促進穩定行動。倡導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惡」，
中國在中東不找代理人，不搞勢力範圍，不謀求填補「真
空」，而是編織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網絡。二是推進結構

調整，開展創新合作行動。推進「油氣+」合作新模式，
構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長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戰略合作
關係，提高中阿務實合作含金量。三是促進中東工業化，
開展產能對接行動。中方優勢產能和中東人力資源相結
合，可以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四是倡導文明交流互
鑒，開展增進友好行動。中華文明與阿拉伯文明都包含有
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澱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雙方應該開
展文明對話，倡導包容互鑒，讓人才和思想在「一帶一
路」上流動起來。
文章指出，「獨行快，眾行遠。」共建「一帶一路」
完全符合中阿合作發展大趨勢。習近平主席的重要演
講，為新時期發展中阿關係提供了有力指引。中國和阿
拉伯國家心手相連、並肩攀登，必將共同開創中阿關係
的美好未來。

粵媒：共建「一帶一路」符中阿合作大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伊媒體對話
會22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中國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主任蔣建國在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就共
同做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伊朗報道，展示
雙方合作共贏的良好局面，提出三項建議：
第一，希望中伊媒體一起努力，做好習主席訪

問伊朗的新聞報道。這是習主席擔任中國最高領
導人以來第一次訪問伊朗，國際社會廣為矚目、
中東地區倍加關注、全球媒體高度聚焦。習主席
將代表中國提出參與地區熱點問題的「中國方
案」，聚焦中伊共建「一帶一路」，提出一系列
重大舉措，在多個領域形成豐富的務實合作成
果。
第二，希望雙方媒體做中伊兩大文明交流互鑒

的友好使者。雙方媒體要繼續秉持開放包容的心
態看待彼此、報道彼此，倡導和維護各自悠久獨

特的文化傳統，反對一切針對特定民族和宗教的
歧視與偏見。
第三，希望中伊媒體交流合作邁上新台階。蔣
建國表示，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十分重視發展與伊
朗重要媒體的關係，希望通過伊朗媒體，全面、
真實、客觀、友好地報道，助力中伊友好合作、
共同發展。國新辦將繼續大力支持中伊媒體交流
合作。
伊朗伊斯蘭文化指導部部長賈納德在致辭中

說，媒體在不同文明的交流溝通中，可以發揮更
大作用，改變國際新聞信息流通中的不平衡、不
公正現象。
來自中國和伊朗的30餘家主流媒體代表就雙方

媒體如何進一步加強發展理念、戰略、政策對
接，共同推動中伊友好邁上新的歷史台階進行了
深入探討，達成廣泛共識。

中伊媒體對話 盼當兩大文明交流使者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23日對伊朗進行國事訪問。同日，
中伊「一帶一路」智庫對話在伊朗首
都德黑蘭如期舉行。在對話會上，兩
國簽署了《中國國家發改委、中國人
民大學和伊朗外交部、伊朗政治與國
際問題研究院共建「一帶一路」智庫
合作備忘錄》。該協議是有史以來第
一個大國之間官學合作、共建「一帶
一路」的國際智庫合作協議，是此次
習近平主席訪問伊朗的重要成果，也
意味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
進，尤其在政策溝通、民心相通方面
邁出了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官學
聯合、跨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的智庫合作模式。
據環球網報道，中國發改委主任徐

紹史、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和伊朗
外交部部長扎里夫、伊朗政治與國際
問題研究院院長扎赫拉尼分別代表四
方在協議上簽字。在中國發改委、外
交部和伊朗經濟部、外交部的全力支
持與見證下，該智庫協議在中伊「一
帶一路」智庫對話現場做了協議交
換，共有100多位兩國各界人士參加
了儀式。
該協議的具體內容包括，雙方在

學術與研究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互
派訪問學者，推進在一些重大課題
上的共同研究等。該智庫合作協議
還明確指出，相關內容由中國人民
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伊朗政治與
國際問題研究院負責具體實施推
進。

中伊簽共建「一帶一路」智庫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網報道，德黑
蘭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穆赫辛．薩莉亞
提尼亞（Mohsen Shariatinia）和伊斯蘭
阿扎德大學教授伊赫桑．拉扎尼
（Ehsan Razani）日前共同撰文指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伊朗的訪問開啟
了中伊關係的新歷程。這個新時期的第
一個重要特點是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中
伊關係有望突破美國遏制戰略和國際社
會的制裁所帶來的壓力，這樣兩國的共
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將會在雙邊關係中起
到關鍵作用。

在全球和地區事務立場相似
文章表示，兩國的需求和共同利益可
以放在全球、地區和雙邊關係等方面進
行考量。在全球背景下，中伊一直以來
反對霸權主義，倡導多極化的國際政
治。事實上，兩國在努力追尋各自的發
展目標，這為他們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在
國際論壇中的合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文章指出，兩國在地區事務中經常有
相似的立場。兩國領導人都認為分裂
勢力、恐怖主義和極端分子是威脅國家
安全乃至更廣泛領域中的三股惡勢力。
中亞、阿富汗和波斯灣的和平和穩定被
看作是兩國和平環境中的重疊區域，中
伊兩國在新時期的安全合作基石是對抗
這些區域所共同面臨的威脅。

習到訪為中伊關係關鍵節點
文章指出，在了解上述情況的同時我
們不能簡單地說中伊雙方的共同利益僅
僅在於對抗威脅。習主席所展示的戰略
計劃為兩國的合作開拓了新的視野。他
所倡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亞洲安全新架構都
增強了中伊兩國間就其相互利益進行的
對話。
文章稱，毫無疑問，經濟合作將繼續
在中伊兩國關係的發展中起到主要作
用。近些年來，中國一直是伊朗的第一
大貿易夥伴國，同時也是伊朗經濟的首
要投資者之一。
文章指出，習主席的伊朗之行被看作
是中伊關係的又一關鍵節點，在今後的
新時期內，共同的利益和相互的需求會
在兩國關係的發展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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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中新社報道，22日晚上9時
10分許，習近平乘專機抵達伊

朗首都德黑蘭，開始對伊朗進行國事
訪問。習近平是14年來首位訪問伊朗
的中國國家主席。

盼加強「一帶一路」各領域合作
23日上午9時30分許，在馬隊護衛
下，習近平乘車抵達王宮共和國樓廣
場，魯哈尼在停車處迎接。兩國元首
登上檢閱台，軍樂隊奏中伊兩國國
歌。習近平在魯哈尼陪同下檢閱儀仗
隊。隨後兩國元首舉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中國和伊朗都是文明
古國。兩國人民2,000多年前便通過
絲綢之路展開友好交往，結下深厚情
誼。中方希望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落
實順利，歡迎伊朗以嶄新姿態出現在
地區和國際舞台，願意同伊方共同努
力，推動兩國政治、經貿、能源、基
礎設施、安全、人文等互利合作邁上
新台階。
習近平指出，中方願同伊方保持溝
通協調，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
定。
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伊方加強
「一帶一路」框架內各領域務實合
作。雙方要把能源合作作為「壓艙
石」，在能源領域建立長期穩定合作
關係；把互聯互通合作作為「力
點」，開展鐵路、公路、港口、礦
產、通信、工程機械等領域合作，落
實好有關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把產能
合作作為「指南針」，加強經濟產業
政策溝通和對接，引導兩國優勢互補
企業加強合作，構建全方位、寬領
域、多元化的產能合作格局；把金融
合作作為「助推器」，積極探討研究
新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強在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框架內合作。

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
魯哈尼表示，習近平主席是伊朗核

問題解決後首位到訪伊朗的外國元
首，這反映伊中積極友好關係的水
平。此訪必將成為兩國關係發展史上
的里程碑。伊方重視中方在國際事務
中的重要作用，銘記中方長期以來給
予的支持和幫助，感謝中方為推動伊
朗核問題政治解決作出的貢獻。新形
勢下，伊方願同中方保持高層交往，
深化經貿、投資、能源、金融、環保
等領域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密切雙方在國際事務中溝通協
調。
兩國元首達成多項重要共識，一致

同意建立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
此為中伊關係新的起點和綱領，夯實
互信，增進合作，更好造福兩國人
民。
雙方同意擴大高層交往和各層級交

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繼
續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加強在聯合
國、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場合的協調
配合，推進安全合作，為促進世界和
平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推動智庫高校青年加強交流
雙方同意推動智庫、高校、青年加

強交流，共同辦好孔子學院，深化新
聞和旅遊合作，擴大人員往來，加深
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
會談後，習近平和魯哈尼共同見證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伊朗伊斯
蘭共和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
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
諒解備忘錄》以及能源、產能、金
融、投資、通信、文化、司法、科
技、新聞、海關、氣候變化、人力資
源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兩國元首共同會見了記者。雙方發

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朗伊斯蘭
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
聯合聲明》。
據外電報道，雙方當天簽署了17項
合作協議。

今天的伊朗，古時曾建
立波斯帝國，簡稱波斯
國。波斯國其勢力範圍最
大東到印度，北到高加

索，南到印度洋，西到埃及。現在的伊
朗、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曾經屬於當年古
波斯帝國的版圖 。波斯帝國始於公元前
550年居魯士大帝開創阿契美尼德王朝，
終於1935年巴列維王朝禮薩．汗改國名
為伊朗。波斯帝國全盛時期領土東起印
度河平原、帕米爾高原，南抵埃及、利
比亞，西至小亞細亞、巴爾幹半島，北
達高加索山脈、鹹海。

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與波斯民間就
已開闢「絲綢之路」，西通羅馬。

曾為東西方交流中間站
漢代的東西交通，有水陸兩途。漢代

多由陸路，經由中國西部以達安息（波
斯）、天竺（印度），大秦（古代羅
馬）。在中國許多漢墓出土的絲織刺繡
中的藝術圖案，有聯珠對鴨紋錦，聯珠
騎士紋飾，聯珠鶯鳥紋綿等，都受到古
代波斯工藝美術的濃重影響。

歷史上，波斯曾成為東西方陸路的要
衝和經濟文化交流的中間站，中國的絲
綢和養蠶、織絲技藝傳入波斯，古代波

斯詩人費多西在他的詩中曾盛讚中國的
織錦。薑、肉桂、大黃、土獲荃等藥材
也是由中國傳往波斯和西亞的。中國有
許多東西來源於波斯，或是經由波斯傳
入的，波斯成為「中介站」。中國古代
的絲織品在波斯得到很高的盛譽，由波
斯再傳入其他國家。因此，波斯與中國
的文化藝術相互交往學習已有逾兩千年
的歷史。

兩大文化相互影響與交融
而波斯人的足跡也隨之踏遍整個東方

絲綢國家。隋唐時，長安東市、西市都
有波斯人的「胡店」及波斯邸，又稱
「胡邸」，銷售西亞及非洲的象牙、犀
角、香料和珠寶。同時，中國的絲帛、
瓷器、茶葉也擺滿了巴格達的集市。

此外，入華波斯人在唐朝的活動，說
明波斯文化與中華文化在唐朝的相互影
響與交融。其中最典型的材料，是近年
才真正為學界所知的波斯回族李素一家
的事跡，他們作為波斯貴裔，入仕唐
朝；他們保持自己的景教信仰，把波斯
系統的占星學引入中國；他們接受中華
文化，甚至中國禮儀；他們使用李唐姓
氏，並融入中國社會。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波斯中華文化交往逾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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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魯哈尼陪同下檢閱儀仗隊。 美聯社

■■習近平同伊朗總統魯哈尼在德黑蘭薩德阿巴德王宮舉行會談習近平同伊朗總統魯哈尼在德黑蘭薩德阿巴德王宮舉行會談。。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