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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陆敏

74岁的林子祥说，没想到，到这个
年纪还能有新的歌迷；60岁的叶倩文
说，感谢这个节目把港乐老歌做成了“新
鲜的生命”。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音乐
献礼节目《声生不息·港乐季》，通过内地
与香港歌手共同唱响港乐金曲，用音乐
对话，广受好评。节目将最高荣誉“荣耀
人物”大奖颁给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
而他们泪洒现场的情景也感动了观众。

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在近半个世纪
的时间里，亲历香港流行乐坛的高峰和
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他们在歌唱中见
证时代，演绎传奇，也用歌声连接香港和
内地，凝聚人心。

经典港乐 承载记忆

并肩坐在记者面前的林子祥和叶倩
文，一个低调寡言，一个优雅大气，两人
不时相视而笑，顾盼间神采依然。夫妻
俩一人一头银发，证明岁月如梭。

林子祥学生时代就组建乐队，上世
纪70年代发行了第一张专辑，1981年
就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他音域
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
代表作有《敢爱敢做》《男儿当自强》《真
的汉子》等。

叶倩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横扫香港
各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她的《潇洒走一

回》《祝福》《情人知己》等金曲火遍大江
南北。

2022年的夏天，因为港乐，多年来
已半退隐的林子祥和叶倩文重回大众视
野。“这是缘分。”叶倩文说。

第一次登台，林子祥一件灰色外套，
叶倩文一袭红裙。一开口便知“王者归
来”，声音里依然有挡不住的光芒。

在林子祥的歌中，随处可见“迎入日
月万里风，笑揖清风洗我狂”“胸襟百千
丈，眼光万里长”“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
光”这样的豪迈歌词。他用高亢有力的
演唱功力，将中国风范和侠义美学演绎
得豪气干云，充满大爱。

在节目歌曲《水中花》演唱前，一首
粤语朗诵的宋词令人惊艳：“无可奈何花
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林子祥第
一次朗诵古典诗词，但效果出乎意料的
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我小时候爱看武侠电影，听电影里
的歌。”林子祥说，“香港流行文化与中华
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港乐金曲里，有“狮子山下”的奋发
向上，有“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家国情怀，
有“沧海一声笑”的潇洒气度，有“男儿当
自强”的坚韧不屈……这些积淀着中华
文化底蕴的歌曲构筑了港乐的精神框
架，成就了传奇，也承载了中国人关于港
乐的集体记忆。

同频共振 同唱一首歌

“永远的经典！”“热泪盈眶”“用生命

在歌唱”“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弹幕上网友的评论雪片般涌来。在每次
现场演出结束时，全场大合唱《海阔天
空》《红日》《东方之珠》等金曲的场景让
他们感动。

“身处现场，那种感觉很难忘。”林子
祥说，过去即便开演唱会，也不过一两个
歌手跟大家互动，而节目现场却是所有
的歌手和所有的观众同唱不止一首歌，
每首歌都感动。

最后一场演出，全场同唱《我和我的
祖国》，随着音乐歌唱和挥手，气氛到达
了高潮。“我想握住每个人的手。”叶倩文
说。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在台上哭过。
突然觉得这几个月的感情通通要从心里
往外爆发出来，想忍也忍不住，真的是太
感动。现场感觉是非常温暖甚至炽热，
我整个人是热的。”叶倩文说，连感情极
少外露的林子祥也忍不住当众拭泪。

这一刻，音乐将爱传递，把心紧紧相
连。

“音乐没有界限，我不觉得内地跟香
港有什么区别。距离那么近，过个关就
到了，何况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叶倩
文说，“我们不在意唱的是粤语歌还是普
通话歌。讲什么方言不重要，重要的是
歌让人共情共鸣。”

节目播出后，林子祥和叶倩文有了
一大批新歌迷，很多是年轻人。歌迷给
他们写很长的信说为什么喜欢他们的
歌，又如何被他们的歌影响和激励。林

子祥深信音乐的力量：“我不爱说话，感
谢有音乐，我想说的都在歌里了。”

文化互通 激发新能量

这是夫妻俩从艺几十年来首度同时
参加一个长达四个月的节目。他们见识
了内地演艺制作的专业与敬业。“节奏快
得不得了，每一集都是新的体验。”叶倩
文说，内地歌手让他们刮目相看，“很多
歌手都非常厉害，太有天分了”。

在节目中，新生代歌手用想象力和
创作力为老歌注入新元素，既保留了原
本的韵味，又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林子祥与新生代歌手合作演绎的
《真的汉子》，对老歌重新编曲，说唱部
分还吸收了川江号子的元素，听来更
为震撼；邓丽君的经典金曲《忘记他》
增加了说唱和京剧唱腔，别有韵味；劝
勉孩子努力读书的粤语歌《学生哥》与
普通话歌曲《读书郎》混搭，让人耳目
一新……

这些优秀的创作也激发了他们的音
乐新能量。他们重新演绎的《敢爱敢做》
深受观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版
本，我们也很开心。”叶倩文说，这是把老
歌做成了“新鲜的生命”，“让好歌可以走
得更远，陪伴更多的人”。

岁月如歌，这对乐坛“神仙伴侣”一
路唱着走过。“唱歌是我们的福气，只要
还有人想听，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叶
倩文说着望向身边的林子祥，他含笑点
头。 （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

林子祥和叶倩文：岁月如歌 且行且唱

新华社巴西利亚 8 月 13 日电
（记者 赵焱 卞卓丹）为庆祝中国和
巴西建交48周年，“中国一瞬”文化体
验周活动13日在巴西银行文化中心拉
开帷幕。

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当地
民众已排起数条长队，等待参加脸谱彩
绘、京剧服饰、灯笼制作、折纸和太极拳
等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特邀巴西利亚大学孔子学院
的老师带领民众体验中国文化和传统
民俗。巴西利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卢晓娟说：“今天看到巴西民众对中
国文化展示出的热情让我们很感动，特
别是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孩子们从
小就能够感受中国文化。”

大学老师安热拉·瓦斯康塞洛斯带
着两个孩子来参加活动。瓦斯康塞洛
斯说：“我们体验了画脸谱和制作灯

笼。这样的活动一定会帮助我们巴西
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的分享能
够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

军人梅洛练习太极拳已经一年
多。他告诉记者：“我通过太极了解了
一些中国文化，今天了解了更加多样的
中国传统文化。我很喜欢京剧脸谱。
希望以后能够亲自到中国看看。”

此次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与
巴西银行文化中心共同举办。根据活
动安排，在13日和14日线下体验活动
后，16日至28日将举办中国影视作品
展，当地民众可以免费观看《卧虎藏龙》
《梅兰芳》《海洋天堂》等优秀中国影片，
领略中国电影艺术的魅力。此外，还将
展映多部手游动漫影片，展现中国流行
文化的创意活力。

1974年 8月 15日，中国和巴西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一瞬”文化体验周
在巴西利亚拉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 邓茜 樊宇 陈俊侠

在近期闭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以
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打着增进“平
等”的旗号，再度拿“非市场经济”标签抹
黑中国。这样的话术无法掩饰其伪平
等、真霸凌的本质。

事实上，美西方一直奉为“圭臬”的
“市场经济”已经沦为美国谋取私利的幌
子。美国不仅彻底违背市场经济学说的
基本定义、根本原则，甚至连搞经济、做
生意的起码规矩、伦理底线都一概逾越、
背弃，已经成为多边经贸体系的最大破
坏者。

大搞贸易霸凌

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强调竞争
的有效性和公平性。美国却动辄打压他
国产业，大搞贸易霸凌，还口口声声“捍
卫市场规则”，实际上完全背弃了市场经
济基本原则。

全球产业链历经数十年演进，在
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基础上，结合资源
和劳动力成本、营商环境等因素，自然
形成了基础性制造业大量转移至新兴
市场、高端制造业集中于发达国家的
格局。近几届美国政府却以意识形态
划线，人为扭曲市场选择，甚至不惜挑

起贸易战。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根据美国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以维
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
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引发全球贸易争
端。此后，美国高频度“复活”世贸组织
成立前的“僵尸”贸易救济工具，扰乱国
际贸易秩序。

据统计，美国上届政府累计实施逾
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
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美净
制裁实体和个人高达9421个，较 2000
财年增长933%。

拜登政府宣布将联邦政府采购的
“美国货”中美国制造零部件的比重提高
至75%，这是70年来“买美国货”政策的
最大变化。贸易专家批评此举具有鲜明
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不利于市场竞争。

美方违逆国际产业分工的客观规
律，滥用安全例外条款，不仅破坏了国际
市场秩序，造成供应链紊乱，也沉重打击
了市场信心，树立了恶劣样板，堪称市场
经济之灾。

割裂全球市场

开放性、非歧视原则是市场经济健
康运转的重要保障。然而，美国在世界
范围内推行的“市场经济”却掺杂了大量
割裂全球市场体系的私货。

白宫去年6月发表声明称，拜登和

七国集团合作伙伴同意发起新的全球基
础设施倡议“重建更美好世界”，这是由

“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价值观驱动、高标
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
这样的倡议具有明显的排斥性，是美国
割裂全球市场的典型例证。

今年5月，拜登访日期间宣布启动
“印太经济框架”。对此，巴基斯坦伊斯
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主任穆罕默德·
阿西夫·努尔认为，“致力于建立开放包
容的区域”不过是谎言，实际上是想在现
行区域合作架构外炮制出一个平行机
制，以便于其操纵全球供应链。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多次表示对
“友岸外包”的支持，认为应该激励供应
链向更多“可信赖”的国家转移。耶伦日
前访问日本还与当地商界领袖讨论如何
推进“友岸外包”缓解通胀压力和供应链
瓶颈。

显然，美国以所谓“价值观”划线、拉
帮结伙并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而是在
构筑“小院高墙”，阻碍生产要素全球流
动。本质上是开经济全球化的倒车，推
行经济霸权主义，损害了世界经济整体
利益。

扭曲全球经济治理

尊重规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大基
石。如今美国却处处“美国优先”，凭借
霸权肆意妄为，出尔反尔不断挑战规则，

践踏现行治理机制。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研究报告显

示，美国是迄今为止最“不守规矩者”，
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由美国引
起。2019年 12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法
官遴选而停摆，令多边贸易仲裁机构
瘫痪，使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
的危机。

美国堪萨斯大学法学教授拉杰·巴
拉表示，美国曾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创
立的“驱动力量”，如今却将其“扼杀”，令
多边贸易体制遭遇“重大挫折”，实属“巨
大讽刺”。

其实，美国的实用主义信条从来没
有改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
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一书中坦言，战
后美国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资本
主义制度”和“接纳自由贸易”，是为了本
国的长远利益。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艾伦·杜勒斯在评论“马歇尔计划”时说，
重振欧洲经济的目标是“欧洲各国能够
购买足够数量的美国产品”。

可见，美国当初推动全球贸易“自由
化”的初衷是扩大自身经济优势，掌握全
球经济霸权；如今破坏市场规则与治理
机制，同样是为了维护霸权。所谓“非市
场经济”不过是对他国霸凌的借口，其内
核是“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本质。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美国贸易霸凌破坏多边经贸体系
——解构美国“市场经济”真相系列述评之一

新华社曼谷 8月 14 日电 （丁常
龙）14日下午，“鹰击-2022”中泰空军
联合训练开幕式在泰国乌隆空军基地举
行。中泰双方空军联训总指挥分别致开
幕辞。联训双方指挥组成员、中国驻泰
国使馆人员和参训官兵代表参加了开幕
式。

此次联训是中泰两国空军第五次开
展联合训练，中方派出歼击机、歼轰机、
预警机等参训，泰方派出歼击机、预警机
等参训。联训主要进行空中支援、对地

突击、小规模和大规模兵力运用等课目，
旨在增进中泰两国空军互信和友谊，深
化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中方联训总指挥陈军表示，随着联训
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深化拓展，必将提升双
方技战术水平，续写中泰两国空军友谊合
作新篇章。泰国空军作战部作战训练办
公室主任瓦驰拉鹏表示，泰中友谊源远流
长，此次联训将维护和增进泰中两国空
军的友好关系，提高双方空军的联合、协
同能力，强化地区安全防卫水平。

“鹰击-2022”中泰空军联合训练开幕

□新华社记者 邹学冕

“过去我们家每天只能吃两顿饭，
现在终于可以吃上三顿饭了。”日前在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内的一处贫民窟，
赛义德·哈桑在他家七口人居住的小屋
前告诉记者。

去年8月底，美军从阿富汗狼狈撤
离。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来，夺去了
包括3万多平民在内的17.4万阿富汗
人的生命，近三分之一阿富汗人沦为难
民，超过一半阿富汗人面临极端饥饿。

当阿富汗人民面临严峻的粮食和
其他生活物资短缺时，来自中国的援助
如汩汩暖流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了阿
富汗，给当地人民带来希望。去年8月
后，中国政府宣布向阿富汗提供价值
2.5亿元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等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承诺援助
的所有物资已全部交予阿方。

赛义德·哈桑的家位于喀布尔市内
的阿夫沙尔山，是当地大型贫民窟所在
地之一，超过5000户家庭挤在这座不
大的小山丘上。一间约五十平方米的
半地下小屋就是赛义德·哈桑家七口人
的容身之所。一口铁锅、一个烧木材的
灶台、几副破旧餐具和两张毯子就是他
们的全部家当。

“过去，我们全家都靠我在街上帮
别人扛重物为生，每天的收入无法让家
人吃饱饭，我甚至不得不借钱买粮食。”
哈桑站在自家门口的院子内对记者说，

眼睛不时瞟向院子角落印有“中国援
助”字样的粮食袋。

去年以来，哈桑一家共收到了两次
包括大米、食用油和面粉等物资在内的
中国援助。“当我几个月前第一次扛着
中国援助的大米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
高兴极了。”哈桑说。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帮助阿富汗
人民，”阿富汗临时政府国家灾难管理
和人道主义事务部发言人毛拉维·穆罕
默德·纳西姆·哈卡尼日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们感谢中国！”

居住在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贫民
窟的阿卜杜勒·萨拉姆一家在一个月前
也收到了大米和面粉。在一位曾给外
国人打工的邻居解释下，萨拉姆明白了
印在大米口袋上“CHINA AID”两个
英文单词的含义。

“这是中国邻居给我们的援助，我
们感谢中国对阿富汗人的帮助，”萨拉
姆说，“我过去没有钱买大米和面粉，这
些中国援助的粮食对我一家的生活起
到了很大的帮助。”

记者在阿富汗各地采访中发现，中
国援助给多年来饱受战乱、贫困之苦的
阿富汗民众带来了特别的温暖和希望，
中国已成为温暖的代名词。

在萨拉姆一家门口拥挤的小路上，
一名儿童跨坐驴背，一边看书，一边赶
着驴运水上山。在阿富汗的贫民窟里，
人们走出战乱、贫穷的路虽艰难而漫
长，但希望的曙光正在逐渐显现。

（新华社喀布尔8月14日电）

中国援助给阿富汗贫民窟的人们带来希望

8月13日，巴基斯坦警务人员在拉合尔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1947年8月14
日，巴基斯坦宣告独立。 新华社发

巴基斯坦庆祝独立75周年

8月 13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办的“中国一瞬”文化体验周活动上，人们
体验京剧服饰。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 摄

8 月 13 日，在德国柏
林世界公园，人们在中国
展区学习剪纸。8 月 13 日
至 14 日，位于德国首都柏
林东部的世界公园举行以

“文化遇见园林”为主题的
文化节，向人们展示各国
丰富文化。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德
国
柏
林
：
当
文
化
遇
见
园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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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8月 14日电 （记
者 刘巍巍）以“戏曲的盛会，百姓的节
日”为主题的2022年戏曲百戏（昆山）
盛典13日晚在江苏省昆山市开幕，“新
三年·新百戏”计划启动。

昆山是“百戏之师”昆曲的发源
地。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自 2018年
起，已成功举办三届，实现了全国348
个剧种及木偶剧、皮影戏的“大团
圆”。

开幕式上，“新三年·新百戏”计划

启动，包括组织实施全国戏曲表演领军
人才培养计划、举办“天下第一团”青年
表演人才传习班、创设中国戏曲人才传
承基地、建设戏曲舞台艺术数字化制播
平台、建成昆山（中国）戏曲博物馆等。

今年盛典包括开闭幕式、全国戏曲
领军人才优秀剧目展演、“天下第一团”
青年表演人才培训等三大主体活动，及
全国戏曲领军人才优秀剧目展演数字
直播、“百戏数字艺术品”发布、“看百
戏、游江苏”主题游等五项延伸活动。

2022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