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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徽茶春天行

由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会同《中国企业报》及合肥广播电

视台、安徽茶叶网等省内外知名媒体携手举办的“2013中国徽
茶春天行”大型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此次活动期间，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与媒体记者将带领

大家一起走进“世外桃源”的黄山、六安、宣城、池州、安庆等知

名徽茶产区，走近“闻名遐迩”的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

片、祁门红茶、岳西翠兰等徽茶品牌；走进“经久不衰”的徽茶

市场，走近“交口称赞”的徽茶茗人。探秘茶树的生长、体验采

茶的乐趣，品味春茶的芳香，感受茶人的世界里独特的乐趣。

在各大媒体上大张旗鼓地集中宣传徽茶产销动态、徽茶文化

的传播和品牌名茶发展历程，企业家的奋斗史等，使徽茶和经

营徽茶的茶企更加生动地走入世人的视野。

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将会汇集专家、读者、网民反馈的集体

意见评选出“2013中国徽茶十大优质基地”、“2013中国徽茶
十大著名品牌”、“2013中国徽茶十大企业家”，最终将根据评
选结果在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年会上举行颁奖仪式以及“第

三届徽茶品牌文化展”等品牌推广活动，届时，将会邀请相关

单位领导为获奖企业及个人进行颁奖。

本次活动将通过品徽茶韵律，观茶艺表演，会四海宾朋，

谋发展大计，成为中国徽茶与全国、全世界茶人交流、合作、交

易、发展的平台，为中国徽茶产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同时也

是充分展示安徽重点茶区、品牌名茶和企业家实力形象的最

佳舞台，更是宣传和推广徽茶品牌实力的良好契机。

活动时间从 4月 15日持续到 6月 15日，通过自主选择
中国十大名茶茶区作为宣传报道的十大重点产茶区，自主选

择在中国市场上有批量销售的徽茶知名品牌和杰出茶人先期

介入。广大茶人和茶企也可通过自主报名的方式参与到本次

活动中来，与专家学者共品茗茶，共续茶话。

本报记者张晓梅张骅
本报记者 江雪

整个 3月，世界都在议论中国领
导人的“成功外交”。专家们纷纷梳

理中国外交史，力争把政治还给情

感，把揣测还给逻辑。而“时尚国礼”

的名词从未这样响亮。

当国礼
不再是蔬菜、水果

短短 9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
人彭丽媛的“外交首秀”博得了“满堂

彩”。外媒评论，他们不仅在文化、修

养方面展示了“国际范儿”，包括服

装、国礼的选择也彰显了中国气质，

带动和催热了“国货品牌”。引发了中

国公众细致的思考品味：中国文化软

实力是否可以向世界输出？

“每个时代所送出的国礼，都代

表着那个时代的历史风情。送国礼，

必须讲政治，也要讲文化。时尚、浪

漫是一种外在气息，内在的品质则

是一个国家的实力。”4 月 12 日，一
位国家外事部门退休的老干部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打开中国历史上的“国礼单”，

犹如电影闪回镜头，给每一个曾经

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以无限温暖。在

中国外交史上，当“国礼”不再是蔬

菜、水果，不再是茶叶、烟酒时，“国

际范儿”渐渐成为新的文化亮点。

国礼，顾名思义，是国家之间相

互赠送的礼品，每件礼品背后都带

有特定的外交事件背景，也是推广

本国文化和优势产业的最好载体，

所以，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很重视

这个环节。

一份特殊的“国礼礼品单”可以

让今天的公众共同拾起“时代的美

丽碎片”：山东大白菜、大萝卜、大

葱、大鸭梨；浙江龙井茶、丝绸、刺绣

屏风；安徽祁门红茶；江西景德镇瓷

器；湖南湘绣；福建漆器；贵州茅台

酒；上海名烟、牙雕、紫铜火锅。

“第一夫人”彭丽媛在参观坦桑

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后赠送的

“阮仕珍珠”和 1931 年创立的上海
品牌百雀羚高级护肤品，勾起了中

国人对国有老品牌的温馨回忆。

品牌专家感叹，“第一夫人”其

软实力震撼世界的事实，让我们看

到，中国品牌真正成为世界时尚圈

的主角，不差技术、不差金钱，而是

差营销革命。这种革命更需要领袖

级人物来帮助，及时推动。

淘宝“岁月杂货店”店主表示：

上个世纪 60年代前后，中国女人都
无比向往拥有这个画着四只喜鹊的

百雀羚护肤品，虽不浪漫，但情真意

切。这个具有强烈时代文化痕迹的

产品，不仅让每位中国人一夜间找

回了昔日的荣光，也唤醒了企业家

对文化血脉的认可。

当礼品
渗透了历史与文化

礼品，有时就是一面镜子，不仅

让人开心，也可让人深思。讲究“礼

尚往来”的中国也讲究“千里送鹅

毛，礼轻情意重”。在这种文化基础

下，“每一件礼物，都可以表述中华

民族复兴梦。”

谈到国礼的政治意义，曾任礼

宾司司长的杨鹤熊近期对媒体讲到

一件往事：1995 年，联合国成立五十
周年时，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向联

合国赠送了一个“世纪宝鼎”。这尊

高 2.1 米、鼎座高 0.5 米的巨鼎被安
放在联合国大厦北花园的草坪上，

既展现了中华古文化的源远流长，

也象征了团结、统一和权威。

近期，多位从事外事工作的老专

家公开了一些“国礼”细节：抗美援朝

战争初期，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烧制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水浒故事瓷

盘”，作为国礼赠送斯大林。斯大林收

到整套 110个“水浒故事瓷盘”后称，
“从中读到了毛泽东希望他这个老大

哥‘替天行道’的弦外之音。”

4 月 12日，记者查阅历史资料
时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从

众多候选礼品中为中国领导人精选

了吉祥、淳朴的烧瓷天鹅，表达了美

国人民希望与中国人民和平相处的

美好心愿。据新闻记载，中方回赠的

礼品是白玉提毛扇梁油瓶一件，双面

苏州刺绣大屏风一堂，玻璃纱手绣台

布一套。此外，还有毛泽东挥毫写下

的三个漂亮精美的条幅：“老叟坐

凳”、“嫦娥奔月”和“走马看花”，隐喻

“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送礼，是外交礼节；品礼，则需要

学问。

2009 年，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
时收到“栩栩如生，令奥巴马惊叹不

已”的《奥巴马总统合家欢》刺绣品

时，也学习和认识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沈绣”的创作过程与艺术特色。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收到

了一件俄罗斯汉学家赠送的“特别

礼物”：习仲勋当年访问苏联时的照

片。这种特制的礼品表达了情感的

深度和浓度。

国礼，与 2013年 3月这个外交
节点，与“中国梦”一起镌刻于历史

书卷。

国礼：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4月 13日，翠之稼“玉回云南”德宏玉石经济对外交流会
在瑞丽举行。据悉 2015年全州珠宝文化产业销售收入将达到
150亿元。当日还举办了大型“玉善人间”珠宝慈善义卖会，此
次义卖会为当地景颇族山寨户育乡弄贤村麻科小学修建校舍

筹款，共筹募善款 32.3 万元。2012 年，德宏州的珠宝商已达
8000余户，从业人员近 6万人，珠宝交易额达到 95亿元，以珠
宝为主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6%。到 2015年，珠宝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 7万人左右，珠宝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
22亿元以上，占全州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8%以上。

首届中国商业科技博览会将于今年 6月 7日至 10日在江
苏无锡举行，中国商业科技博览会是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与无锡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唯一一个以科学技术创新的商业

化运作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贯穿科

技技术创新，由理论验证、产品调研、人员募集、功能需求、技术

开发、市场需求论证、产品商业化发布、渠道建设为一体的综合

性博览会。博览会突出商业领域的流通特性与科学技术创新的

结合，共设置了信息技术、环保技术、生物技术、人居服务、新兴

产业、新型能源、应用技术、投融服务等八个主要展区。

近日，全新打造的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井下探秘游”4D影
厅全面投入使用，并对外开放迎来首批观众。开滦国家矿山公

园 4D影厅利用地下 60米的原有采煤旧巷道改建而成，在真
实井下巷道内的地下播放环境设计，在国内尚属首创。观众在

观看影片时，除了能感受到真实逼真的 3D 图像以外，还可随
影片场景内容的变化，实时感受环境变化，给人以身临其境、

如梦如幻的感受，让观众在获得全新动感科技体验的同时，了

解煤矿安全开采知识，起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白文刚）

由文化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美术院、淮北市人民政

府、中共淮北市委宣传部、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琉璃

厂画院承办的“精致淮北·寒香冷艳———李俊香花鸟画展”，在

中国美术院美术馆隆重开幕，共展出了 120幅精品。李俊香花
鸟画受海派影响较大，取材广泛，讲究骨力，气润生动，意境深

远，内涵丰富。画风爽俊秀润，笔墨精湛，设色典丽，大气妍雅。

他博采众长，力近古法，直追新意，有较强的文人气、才人气、

时代气息。

慈善义卖助力翠之稼“玉回云南”

“李俊香花鸟画展”启幕中国美术院

首家地下 4D影厅亮相开滦国家矿山公园

首届中国商业科技博览会将在无锡举行

2013年上海车展倒计时之际，进口起亚将以七款主力车
型组成强大的“七星阵”，全力出击此次车展。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当属起亚有史以来最高端的旗舰车型———K9在中国的首
次亮相。此外，全新改款的凯尊（K7）、K5混合动力、家用 MPV
第三代佳乐、城市 SUV 索兰托、硬派越野霸锐以及宜商宜家
的 MPV———Grand VQ-R。另外，城拥有 GDI缸内直喷发动机
的第三代索兰托，搭载 3.8L V6发动机的霸锐以及内部空间
座椅灵活组合的 Grand VQ-R也将出现在本次上海车展的展
台上。

近日，来自全国的数百位企业家齐聚北京长安大饭店，共

同参加北京第七届“中华健康管理论坛”“中国健康好声音”启

动仪式。在联合国文化大使孔太的倡议下，大家共同联手发表

倡议宣言：“中国健康好声音，传递活性正能量；中国健康好声

音，全民唱响正能量；中国健康好声音，实现伟大中国梦；中国

健康好声音，实现幸福人生梦！”孔太被授予中国健康好声音

宣传形象大使称号，来自黑龙江的宝宇集团被授予全国首家

中国健康好声音示范基地。

第七届中华健康管理论坛在京启动

进口起亚“七星阵”出击上海车展

（上接第十五版）

“林毅夫先生太乐观了！”有批评

家尖锐地指出，无论是投资还是消

费，我国都存在结构性失衡，结构改

革路险且长。林毅夫拿一个“田忌赛

马”的比喻来反驳，“你用你最差的马

和快马竞争，然后用快马和中速的马

竞争你就会赢，新结构经济学讲的就

是这个道理”。

通元识微 以先启行

“我是鸦片战争后的第六代知识

分子，而你们则是第七代。”

尽管已是誉满全球的大学者，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才是让林毅夫

平生最感欣慰之事。北京大学元培学

院是一个开启时代先风的教学实验，

“通元识微、以先启行”是林毅夫执著

的教育理想。“通元识微”四字取自张

居正的《礼乐记》，意为通晓玄奥微妙

的道理；“通元”强调对原理的把握，

而“识微”侧重知识的全面性，“以先

启行”源自《诗·小雅》。八字加起来，

寓意“通万物之理，开风气之先”。

燕园，一场与青年学生的灵魂对

话让人记忆犹新。自诩“鸦片战争后

第六代知识分子”的林毅夫殷殷叮

嘱———“你们是第七代知识分子”、

“你们每天读书、思考都是为了伟大

复兴”、“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表现

出一个时代使命的承担者”。北京大

学素有“仰望星空”的传统，林毅夫的

话体现了一个“老北大人”的风骨。

在元培文化节的开幕式上，他满

怀感情地诉说着一代代知识分子们

探索救国之路、强国之路的历史：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天朝大国沦

为各国列强凌辱的弱国。最早一代知

识分子是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他

们认为中国被打败的原因是缺少欧

洲的洋枪大炮，因此发起了三次洋务

运动，但中国没有强起来。第二代知

识分子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

们发现，中国要强大必须有现代化的

政治体制，因此发起了“君主立宪”和

“民主共和”运动，最后推翻了帝制。

第三代知识分子则是“五四运动”那

批人，强调“德先生”、“赛先生”的陈

独秀、李大钊。第四代知识分子是毛

泽东、周恩来（包括蒋介石）领导中国

抗战、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代人。第五

代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让人造卫星上天的一代人，但

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连最穷的非洲

国家的 1/3 都达不到。直到改革开

放，林毅夫这代人上大学、毕业后又

投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堪称

第六代知识分子。

30年过去了，第七代知识分子接

过了接力棒。林毅夫相信，第七代是

最幸运的一代。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几代知识分子努力探索的中华民族

重新屹立世界强族之林的梦想，将在

这代人投入社会实践的时候实现。

林毅夫：世行归来一年间

“每个时代

所送出的国礼，都

代表着那个时代

的历史风情。送国
礼，必须讲政治，

也要讲文化。时

尚、浪漫是一种外

在气息，内在的品
质则是一个国家

的实力。”

“
彭丽媛赠送给非洲友人的中国礼品

生活

林毅夫的命运颇具传奇色彩。上

世纪 70年代，驻守台湾金门的林毅夫

泅渡过海到了厦门，开始了在大陆的

新生活。他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

士，又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博士

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

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

经典之作”。

在世行任职的 4年里，他走访了

世行 188个成员国中的 60个，去过 14

次非洲。这 4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林毅夫反思了现有发展经济学理

论，试图开辟新研究领域，根据发展中

国家的现实经验，他提出“新结构经济

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

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结果的

决定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

这个理论框架，是对林毅夫以往关于

比较优势、自然禀赋等观点的系统总

结。与以往发展经济学比较，林毅夫更

强调现实基础，“应该看发展中国家现

在有什么，根据他们有的能做好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

33年平均每年 9.9%的增长”，就是一

个不折不扣的奇迹。“中国奇迹从

1979年开始”，林毅夫断定。

从经济学常识上讲，“自然增长

率”理论也几乎让林毅夫对“7.2%”失

去信心，任何国家除了战争、自然灾

害破坏后的恢复，经济增长率不可能

达到 7%，更不可能长期维持 7%的增

长。主流经济学界还有一个思想误

区，即推行市场化、自由化必须“一次

跳过去”。林毅夫记得有两个比喻常

被人们挂在嘴上，一个是“从计划经

济的此岸跳到市场经济的彼岸”，必

须一次跳过去，如果分两次、三次跳

的话，就会掉到河里爬不起来。另一

个是，“砍短狗尾巴”必须一次砍断，

不能一段段切，否则就把狗惊醒了。

时间证明了一切。正在中国轰轰

烈烈发生的伟大事实，从根本上颠覆

了西方世界的想象。“中国正以每年

9.9%的速度增长”，加在前面的年限是

33年，而不是 20年，“这真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经济奇迹！”林毅夫惊叹并

由衷地佩服，“小平同志确实是伟大

的改革家”。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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