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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从都国际论坛闭幕 发布《从都宣言》，呼吁国际社会
应积极捍卫多边主义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 董柳、柳
卓楠报道：2019从都国际论坛2日在广
州从都国际会议中心闭幕， 闭幕式上
发布《从都宣言》。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谢
元、世界领袖联盟主席瓦伊拉·弗赖贝
加、广东省委常委叶贞琴、澳中友好交
流协会会长周泽荣分别致辞。

闭幕式上发布了论坛成果———《从都

宣言》。《宣言》指出：在一天半的会期里，
与会嘉宾充分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

一、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二、 人类面临的挑战具有全球性，
日益相互关联，因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捍
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
发挥核心作用，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合
力深化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作为全球伙

伴关系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中国
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全
球范围内加强合作， 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并以此来应对
全球性挑战、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启
了全球合作发展新篇章。 所有国家和
所有利益攸关方应优先关注消除贫

困、零饥饿、优质教育、气候行动等方
面的工作。 我们赞赏中国将可持续发
展作为基本国策， 全面深入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四、 世界秩序正处于关键转型期，
时不我待， 我们需要采取切实行动来
维护包容、联动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
和平与安全， 实现世界均衡发展和繁
荣。 我们的多边主义架构和机制需要

进行改革， 需要建立适合当前局势的
国际秩序，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
不平等，实现全球性安全。 新的国际秩
序应该厘清尊重文化差异、 促进和谐
共处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巩固对国
际法的尊重和遵守， 充分运用21世纪
的科技成果提升全球治理的质量和效
率、加强全球治理机构的合法性，促进
互联互通，尊重人类普遍的道德准绳。

五、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 议会、民
间团体网络、学术界、智库、私营部门
和社会媒体平台支持参与《联合国成
立75周年倡议》提出的国家对话活动，
热情支持联合国秘书处设立公开工作
组切实落实《倡议》目标、提升落实成
效，加强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推进国
际新秩序建设，构建并实现“我们想要
的未来”。

有一种激情
叫托举“广州好”

从倚声填词延伸到涂鸦添彩， 一场
全民参与的互动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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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几乎没有一处空白可供插足，
踮起脚尖还够不着， 那就骑肩膀、 搬梯
子； 涂鸦墙已被填满， 那就连地毯、桌
布、装饰品都不放过……第 24 届秋季广
州国际艺术博览会 （以下简称 “艺博
会 ”）2 日落下帷幕，市民在“广州好”公
共艺术空间的创作冲动意犹未尽， 利用
顶部的一点点留白，把对“广州好”的奇
思妙想托举得高高。

这个首次出现在艺博会的“广州好”
空间， 在短短的 4 天里， 一次又一次撩
拨大众的创作热情， 将人们对城市文化
的关注热情推向高潮，纷纷为“广州好”
添彩。

木棉花作缀，86 米长的彩练排布飘
逸灵动。 让观众随意涂鸦的签名墙上，
填满了五颜六色的图案以及主题各异的
《望江南·广州好》词作，诠释着“让艺术
沐浴市民” 的策展理念。 这件作品日后
还将在其他公共空间衍生，让“广州好”
持续深入人心，继续谱写羊城故事。

这个空间从何而来？ 源于羊城晚报
“再赋新词《广州好》”词作征集活动。 羊
城晚报以“续前贤雅怀，咏羊城新姿”为
主题，自 10 月 14 日开始在各平合推出
系列报道，反响热烈，撩起一城诗意。 这
与以“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策展理念的本
届艺博会不谋而合，“广州好”公共艺术

展翩然而至，从诗词延伸到艺术，有了现
场诗、书、画、艺术装置等的和鸣。

现场艺术家们为之感叹。 2011 年，
艺术家胡巍受邀创作一件有广州元素的
雕塑作品，是以木棉还是凤凰作为主题？
对方与合伙人争执不下！情急之时，他正
是从朱光的《望江南·广州好》中获得灵
感， 朱光正好有一阕词涵盖了木棉与凤
凰：“广州好， 人道木棉雄。 落叶开花飞
火凤，参天擎日舞丹龙。 三月正春风。 ”
今年他作为策划方之一与羊城晚报一起
设计“广州好”公共艺术空间，又一次实
现了缘分的勾连。 他认为“广州好”不仅
拉近了艺博会与城市的距离， 更密切了
人与城市的关系。

艺术家王凡飞则希望， 每一个来到
广州的艺术家都思考自己能为“广州好”
带来什么，“要爱上一座城市， 才知道怎
样为城市艺术文化出力。”他还从中获得
灵感， 希望明年参展时也自行打造一个
空间，作为艺术文化输出的窗口。

这一场艺术嘉年华也折射出艺术教
育的乐趣。艺术家操驰感叹说，美育教育
一定要从儿童抓起， 庆幸看到今年艺博
会来了许多学生，尤其是新增“广州好”
公共艺术展，提供了一个空间与平台，让
孩子们、 家长们可以在创作中播下艺术
的种子，从而让生活更美，让广州更好。

“2019从都
国际论坛”落下
帷幕留下共识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蒋隽 柳卓楠

亮
点

利用嘉宾午餐间隙
更好介绍广东情况

据了解 ， 与以往举办的五届
相比，刚落下帷幕的 “2019 从都国
际论坛”呈现出新亮点。

首先是政要云集 、 分布五大
洲。 既有“老朋友”：拉脱维亚前总
统弗赖贝加 、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
米兰达 、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
克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新西
兰前总理希普利 、 尼日利亚前总
统奥巴桑乔等 ；也有 “新伙伴 ”：意
大利前总理达莱马 、 克罗地亚前
总理科索尔 、 保加利亚前总统普
列夫涅利耶夫 、 波黑前总统伊万
尼奇 、 联合国副秘书长霍斯柴尔
德等。

其次 ， 论坛首次邀请了著名
国际友人亲属出席论坛 ，包括 ：美
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老布什 ）的
儿子 、 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
尼尔·布什 ，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的外孙克里斯托弗·考克
斯 ，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曾孙女
娜塔莉·戴高乐等。

再次 ， “午餐面对面 ”———利
用嘉宾工作午餐的间隙 ， 论坛邀
请 了 国 家 部 委 有 关 负 责 人 围 绕
“粤港澳大湾区 ” “中国金融业开
放 ”等热点话题发表演讲 ，更好地
向国际前政要和国际社会介绍中
国、广东的最新发展情况。

（蒋隽 柳卓楠 董柳）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 李焕坤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为期两天的“2019 从都国际论坛”
昨日落下帷幕。 论坛期间，260 余位外
国前政要、国际组织前负责人以及友好
人士亲属、中外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出
席本届论坛，就“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
展”主题展开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没有多边主义，
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
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导致多边主义面临挑战。
“当下，世界发展面临各种挑战，只

有通过全球化合作才能解决。 我们也看
到有的国家从正确的解决方案上偏离，
想用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多边主义
面临挑战。 国际对多边主义的需求是有
目共睹的，但对多边主义的供给却出现
了不足。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成
立 75 周年纪念筹备工作特别顾问法布
里齐奥·霍斯柴尔德说。

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分析
了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
抬头的原因，“一些传统西方国家领导
人和民众的担忧，来源于过去以西方为
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全球化给原来的
既有力量带来变化和威胁， 他们觉得
‘别人’给他们带来问题，这个‘别人’包
括气候、移民……甚至中国。 ”

达莱马认为， 西方想回归过去强势
地位的思潮并不现实，“支持多边主义的
领导人应当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给全人类带来很多选择”，随
着选择的增多和发展，可以消除西方民众
的担忧和恐惧，“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
勇敢的选择，使得全球化更加快速”。

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
本次论坛的主题。

“没有多边主义，可持续发展很难
实现。 ”韩国前总理、世界领袖联盟成员
韩升洙说，在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同
的目标，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践行。
“比如气候变化， 这是人类面临的最重
要的挑战之一， 其后果包括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化和生态系统受
到威胁，所以气候变化不可能靠一个国
家就能解决，要靠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
同应对。 ”韩升洙说，当前的一些机制可
以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比如碳排放
权交易与碳排放税收等，但这样的解决
方案仍离不开多边主义。

要重视国际组织
在构建多边主义中的作用

2020 年， 联合国将迎来成立 75 周
年纪念。

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 法布里齐
奥·霍斯柴尔德说：“我们通过很多调研
发现，国际社会对国际合作的需求是明
确的。 ”他指出，当前一些人怀疑联合国
存在的意义，但调研发现，人们对联合
国的期望也是前所未有的。

多位与会嘉宾表示， 要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波黑前总
理、 世界领袖联盟成员兹拉特科·拉
古姆季亚说， 联合国是目前为止最行
之有效的基于共识的国际机构， 世界
秩序和全球治理受益于联合国，“我
们需要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的地位， 以解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共同挑战”。

新西兰前总理、 世界领袖联盟成
员珍妮·希普利建议在更多维度上推
动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要让未来全
球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福
祉。

“没有一双鞋适合所有人的脚。 ”牙
买加前总理布鲁斯·戈尔丁说， 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开发银行等
国际机构应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家量身定制发展的支持方案。

对于那些区域国家共同面对而又
急需立即解决的问题，日本前首相鸠山
由纪夫建议建立地区性共同体协调解
决地区共同关切。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丰富了多边主义内涵
中国是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主

义的重要力量。
韩升洙说，中国的多边贸易发展很

快， 很多跟中国做贸易的国家获益匪
浅，尤其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门户省
份，很多国家也跟广东展开了密切的贸
易往来，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但当前
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受到挑战，需要积
极推进多边贸易的发展。

比利时前首相、世界领袖联盟成员
伊夫·莱特姆认为，中国越来越强大，但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努力追求合作共赢、
让世界各国共享机遇的过程。 对欧洲而
言，享受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符合各
国利益。 他希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

识到，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发展的目标是
一致的。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丰富了国际合作理念和多边主
义内涵，推动了全球治理变革，有助于
建立更加良好的全球治理体系。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 、 世界领袖联
盟成员达尼洛·图尔克认为， 在共建

“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为很多发展
中国家提供融资支持， 这种支持没有
附加条件， 有助于推动世界实现繁荣
稳定。

珍妮·希普利说， 多边主义不能忘
记普惠二字， 只有真正普惠才能成功。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树立了一
个榜样。

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表示，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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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从都国际论坛”对多边主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