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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在無錫靈山梵宮聖壇
開幕，現場通過科學手段展現佛教文化，重現 「玄奘
取經」 、 「絲綢之路」 等場景，迎合了 「同願同行，
交流互鑒」 的論壇主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向大會發來賀信。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陳旻無錫報道

責任編輯：方展傑

【大公報訊】據《南方日報》報道：廣交會貫徹國
家 「一帶一路」戰略，在複雜嚴峻的外貿形勢下，採取
多項措施，推動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踴躍參會，支持
內地企業向 「一帶一路」沿線開拓商機，取得了明顯成
效。

118屆廣交會共有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的604家企業
參展，其中 「一帶一路」沿線有28個國家353家企業參
展，佔比58.44%。廣東省副省長陳云賢稱，廣東是首個
上報實施方案、完成與國家 「一帶一路」規劃銜接並印
發實施方案的省份，在推動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合作，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據省口岸辦主任、省商務廳副廳長吳軍介紹，今年

前三季度廣東對海上絲綢之路重點國家的進出口增長
6.1%，絕對數達到983.9億美元。相比之下，1至9月廣
東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4.5%，但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進出口額卻逆勢上揚，廣東對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總
額佔全省貿易總額的比重也提高了1.3個百分點，同時
貿易比重也有所提高。

「一帶一路」 為沿線國創商機
「一帶一路」戰略也受到沿線國家的歡迎，俄羅斯

亞洲工業企業家聯合會聯席主席、中國辦事處首席代表
阿廖沙表示，中國是俄羅斯的第一大貿易夥伴，2014年
，中俄雙邊貿易額為953億美元，同比增長6.8%。其中
，俄羅斯與廣東的貿易尤為活躍，今年9月，廣東啟用
國際物流口岸連接俄羅斯和中亞，推動中國與絲綢之路
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 「一帶一路」建設為中俄合作創
造了新的條件，有益於挖掘中俄合作的潛力。

中國馬來西亞商會─廣東秘書長、廣東駐馬來西亞
經貿代表黃金發表示， 「一帶一路」能實實在在地為沿
線各國帶來新的經濟發展機遇。他對未來中馬兩國的合
作態度樂觀， 「中國自2009年以來，一直是馬來西亞最
大的貿易夥伴，而根據中馬貿易協議，2017年兩國雙邊
貿易額將達1600億美元，截至今年9月，馬來西亞外貿
發展局預計中馬雙邊貿易額將從2014年的1020億美元增
至今年的1100億美元。」

廣交會推動一帶一路合作 福田康夫：日本應向歷史學習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4日，第十一屆北京

─東京論壇在北京開幕，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發表主旨
演講時表示，為了不重蹈二戰覆轍，日本應客觀、科學
、持續地從歷史中學習。

福田康夫表示，日本在二戰前陶醉於一時的成功變
得自大自傲，只考慮自己，看不到世界全局，因此成為
二戰策源地之一並終遭失敗。從歷史的角度把握事物，
就能夠從大局來把握整個世界的全局，歷史觀、大局觀
密不可分，日方對此應該認真地思考。

在談到當前的中日關係時，福田康夫稱，中日兩國

仍存在懸而未決的問題，首腦的交流有限，中日關係沒
有完全擺脫困境。他說，盡早讓中日關係返回到正常的
軌道是時代要求。

對於國務委員楊潔篪13日訪問日本，分別同日本國
家安全保障局局長谷內正太郎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
會談。福田康夫稱，他也與楊潔篪進行了交流，並感受
到中日兩國首腦對於改善關係的熱情增強，他由衷期待
雙方的努力能盡早結出成果。

福田康夫強調，中日兩國應通過合作來解決全球共
同面臨的問題，並把合作的姿態展示給全世界。

據悉，23日下午，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北京會見
了福田康夫及其率領的日方代表團。俞正聲說，中國經
濟經過30年高速發展形成的巨大市場，對日本企業是一
個機遇；日本企業的先進技術，值得中國企業借鑒學習
。推動中日交流對雙方都是有利的，而深化雙方的經濟
合作要以兩國間的政治互信為基礎。

中日韓首腦會有望下月舉行
另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預定於11月1日在

韓國首爾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談，將就明年在日本舉行
三國首腦會談達成一致。預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韓國總統朴槿惠將前往日本參加會談。三方通過再度確
認定期舉行因與日關係惡化而中斷約3年半的首腦會談
及增加首腦互訪，來促進關係改善的進程。聯合文件中
將寫入相關內容，加強環境、能源領域合作的內容也可
望寫入。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陳旻無錫
報道：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受到國際社會
廣泛關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加拿大
總理斯蒂芬．哈珀、尼泊爾總統拉姆．亞
達夫、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莫尼等外
國政要，日本、韓國、泰國、斯里蘭卡等
國佛教組織領導人都來函來電致賀。

潘基文在賀電中表示，佛教闡釋了生
命與環境的聯繫，提醒我們萬物相互關聯
。佛教主張對所有生靈均應慈懷共處，這
為我們實現更加美好的未來指明了方向。

許多佛教組織一直就消除貧困、保護
環境、核裁軍等問題同聯合國保持密切聯
繫，潘基文高度讚賞他們作出的貢獻。許
多年輕佛教徒自願抽出時間推進我們的共
同價值，他為此尤感鼓舞。

潘基文表示，當前人類面臨的最嚴峻
挑戰之一是暴力極端主義加劇，這是由於
宗教教義被惡意扭曲所致。要有效應對這
種挑戰，增進不同信仰之間的理解是不可
或缺的。他期待論壇為促進不同信仰民眾
之間的彼此寬容和相互尊重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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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佛教為未來指明方向

【大公報訊】記者陳旻、賀鵬飛無錫
報道：24日，世界佛教論壇永久會址──
無錫靈山被中共中央台辦授牌成為海峽兩
岸交流基地。中台辦副主任龍明彪表示，
希望無錫靈山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開
展兩岸文化交流，為推動海峽兩岸交流合
作做出貢獻。

無錫市長汪泉指出，無錫靈山被海內
外譽為 「21世紀世界佛教新聖地」。中國
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以 「五方五佛」的
理論，奠定了靈山大佛在中國佛教界的崇
高地位。依託聞名海內外的品牌知名度和
文化影響力，長期以來，靈山勝境與台灣
各界以佛教文化為媒，開展了形式多樣、
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動。

汪泉說，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交
流基地將以兩岸佛教文化交流為主要內容
，建立健全工作機構和管理制度，搭建交
流活動平台，舉辦兩岸交流活動，打造兩
岸交流固定品牌，盡快形成較大影響力和

號召力。
2005年至今，除台灣遊客外，靈山已

承接兩岸交流活動50餘次，共計接待台灣
重要人士2000餘人次。其中主要代表性活
動包括 「兩岸合作、共生吉祥」文化交流
之旅暨第二屆中國無錫靈山勝會、第二屆
世界佛教論壇、第十三回世界易經大會及
第十三次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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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在廣交會土耳其企業展位參觀 新華社 ▲23日，俞正聲在北京會見福田康夫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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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誠大和尚、十一世班禪、祜巴龍
莊猛為論壇祈福 中新社

▲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與會代表步入會場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大公報訊】記者陳旻、賀鵬飛無錫
報道：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名譽會長星雲
大師24日在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上說： 「
沒有信仰就沒有靈魂，信仰遠比金銀財富
重要。」

本屆論壇當日舉行了6場分論壇、2場
電視論壇和1場新媒體論壇，邀請與會高
僧大德及專家學者圍繞不同主題展開討論
。其中，星雲大師和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委員長許嘉璐、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
樂一起出席 「不僅是信仰──中國傳統文
化與佛教」，探討佛教與中華傳統文化的
相互關係與積極作用。

星雲大師指出，佛教對中華傳統文化
的傳承起到了重大作用，對中華民族的影
響細緻入微，體現在衣食住行和語言思維
等各方面，例如僧人所穿的僧袍就是對漢
服的傳承，日常用語當中的 「煩惱、歡喜
、因果、造孽」等都是起源於佛教。

信仰遠比金銀財富重要
「佛教不是要你信佛，佛你信他不多

一點，不信他也不少一點。」星雲大師強
調，佛教所說的信仰與一般所說的信仰不
同，佛教信仰主要是信仰自己， 「如果自
己都不信還能信什麼？」他現場改動匈牙
利詩人裴多菲的著名詩句開示道， 「生命
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信仰故，二者
皆可拋。」

針對現代人迷失於追逐名利財富，星
雲大師說，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能促進人

們內心的安寧， 「我的財富就在心中，大千世界、日月
星辰、山河大地、一切眾生都在我心中，這是我的財富
，比金礦、銀礦寶貴得多。」

「佛不重要，人很重要。」他還表示，世間萬物都
離不開因緣，如果大家都能廣結善緣，你幫我、我幫你
，那麼世界就會變得更好。

「確如星雲大師所說，如果把佛教詞彙都去掉的話
，我們現在可能都沒法張口說話。」許嘉璐亦表示，
佛教對中國人的生活影響極為廣泛和深遠，而對語言等
表象行為的影響背後，佛教還對中國人的思維和思想產
生了重大影響，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統戰部長孫春蘭，原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國家宗教
事務局局長王作安，中國佛教協
會會長學誠大和尚、中國佛教協
會副會長、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
尼．確吉杰布、佛光山開山宗長
星雲大師等來自52個國家和地區
的佛教界人士、專家學者和其他
社會知名人士約1000餘名代表和
嘉賓參加了開幕式。

開幕式在佛教音樂家瓊英卓
瑪詠唱 「釋迦牟尼佛心咒」、 「
蓮花生大師心咒」等祥和的佛音
中拉開帷幕。學誠大和尚、十一
世班禪、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祜巴龍莊猛為論壇祈福法會拈香祈福
。三位高僧與孫春蘭、許嘉璐、王作安、星雲長老、香港佛教聯合
會會長智慧長老等嘉賓共同點亮蓮花燈，為論壇啟幕。

文明交流彰顯濟世情懷
王作安宣讀了俞正聲向大會發來的賀信。俞正聲在賀信中表示

，在人類歷史上，佛教為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交融、互學互鑒樹立了
成功典範，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構建了重要的橋樑紐帶。

俞正聲指出，本屆論壇的主題充分體現了國際佛教界共同致力
於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良好願望和現實關懷，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希望各位高僧大德積極弘揚佛教優良傳統，回應時代
發展要求，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倡導不同信仰和諧共生，共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繪就人類文明美好畫卷。

孫春蘭致辭時說，宗教的生命力在於與社會發展 「同願同行」
，宗教的影響力在於與各種文化的 「交流互鑒」，宗教的感召力在
於宗教界人士的積極引領作用。在中國， 「唐僧取經」的故事家喻
戶曉。現在，我們把 「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新的國家戰略，要發揮
佛教在文明交流中的橋樑紐帶作用，增進與沿線國家和地區佛教及
其他宗教的相互認知、相互尊重、相互融通。

學誠大和尚在致辭中說，本屆論壇意在彰顯佛教利益眾生的宏
偉願力、關注現實的濟世情懷。他說，首先要加強不同傳統、不同
宗派、不同國家和地區佛教徒之間的交流互鑒。其次，要加強佛教
與現代科技文明的交融互鑒。

全景屏幕重現玄奘取經
另據新浪網報道，開幕式演出分為結緣靈山、源遠流長、同願

同行等三部分。第一部分展現的是佛教傳播之路，200餘位法師代
表三大語系，展現了西行東來的傳法過程；第二部分通過歌唱舞蹈
，在全景屏幕上重現玄奘取經、 「一帶一路」等文化交流精粹；第
三部分由與會各國民眾、法師、兒童交替演唱主題歌曲，體現了佛
教的傳承與同願同行的冀望。

千餘高僧相聚無錫靈山

▲孫春蘭致辭時說，宗教的生
命力在於與社會發展 「同願同
行」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24日，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
在江蘇無錫開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