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郭晓伟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郭晓伟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要闻 3

本报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问询电话：0571-85310114 邮政编码：310039 电子信箱：zjrb＠zjnews.com.cn 广告发布登记：浙工商广发8-001号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每月43.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之江新事

直击省运会
本报讯 （记者 朱浙萍） 11 月 22

日上午，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马术比
赛在金华市金东区岭下镇马术馆拉开
战幕。来自金华、杭州、宁波、温州、湖
州、台州等 6 个代表队的 125 对人马组
同台竞技。

比赛首日，天空飘着小雨，“小骑
士”们依然西装笔挺，追风驰骋，英姿飒
爽。精湛的“驭马术”，赢得现场观众阵
阵喝彩。

马术比赛高贵优雅、观赏性强，是
男女骑手混合参赛的项目。

比赛为期 3 天，分为盛装舞步、场
地障碍两项竞赛，包含甲乙丙3个组别
的团体赛、个人赛。

马术竞赛，骑乐无穷马术竞赛，骑乐无穷

本报讯（记者 许峰 共享联盟·台州
周丽丽） 11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国（台
州）“一带一路”跨国采购对接会在路
桥区举行，来自德国、印度、以色列、伊
朗、埃及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名采购大咖和 150 多家台州塑料制
品及机电五金企业负责人开展面对面
对接。

塑料制品及机电五金产品是台州
具有制造优势的两个行业，目前全市有
1.2 万余家塑料生产企业、4000 多家模
具制造企业，从业人员达30多万人，年
工业总产值600多亿元。

“此次跨国采购对接会既是台州

中小微企业出口通道的一次集体拓
展，也是台州市产业集群和市场采购
新型贸易模式融合发展的有益尝试。”
台州市商务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江怡
心说，台州以特色产业集群为单元举
办市场采购系列对接会，为当地中小
微生产企业和海外采购商搭建商务对
接交流平台。

除了在会场对接洽谈，50 多名国
外采购商还深入台州企业、工厂参观，
走进台州国际塑料城、台州机电五金城
等市场考察。通过两天的采购对接活
动，海外采购商现场成交额达 320 万
元，采购意向成交额2000万元。

台州举行“一带一路”跨国采购对接会

企业家门口接大单

今年是王阳明诞辰 550 周年。11
月 23 日，浙江隆重召开世界阳明学大
会，纪念一代圣贤、儒家心学学派代表
人物王阳明，感悟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
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对阳明先生的评价
很高，曾在多个场合或讲话中提到王阳
明和他的学问。过去 500 多年，“百世
之师”阳明先生及其学说的影响力余绪
不绝，甚至“远销”海外，收获大批追随
者。其学说的思想价值、实践价值，历
经岁月磨洗，愈发显现出独特魅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念阳明先生，
研究阳明心学，关注“阳明热”，让更多

人走近阳明文化，是浙江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使命，也是浙江推动“两个
先行”独特的人文优势。

打造文化自信名片，架起沟通世界
桥梁。从放眼世界的层面看，阳明心学
的复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放射出的时
代华彩，提供了展示文化自信自强的重
要窗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契
机。所以，世界阳明学大会的召开，一方
面是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对内培塑核心价值，厚植精神文化
土壤；另一方面也是以会为媒、集贤纳
智，对外深化文明交流借鉴，传播优秀传
统文化，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展现浙江担
当，放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共鸣。

打开实践转化通道，解惑浙江时代命

题。从浙江省域的层面看，发掘和发扬好
阳明心学在内的诸多本土优秀文化资源，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
建设重要论述精神、建设文化高地的题中
之义。阳明心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知
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目
的，还有明德亲民的民本思想，一体之仁
中的宇宙观、天地观、社会观等，都是思想
的宝藏，深刻呼应当下社会现实。对于实
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强烈
的指导意义，值得好好研究。

丰富自我精神世界，鼓励个人道德
实践。从个人成长的层面看，阳明心学
之所以具有近悦远来的魅力，是因为它
可以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获得行
动的动力。通过读他的人生，品他的学
说，躬行“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事上练”等理念，找到实践道德、完善自
我的勇气，在“我心光明”的追求中，涵养
精神的“富态”，点燃心中的“小宇宙”，于
个人身心有益，于国家社会有益。

省委宣传部领导在大会致辞中提
到两个词：“归来”和“远征”，高度概括
了浙江打造阳明文化重要高地的旨
归。像阳明心学这样的中华优秀思想
文化，从何处归来？我们希望，它从时
间长河中归来，从五湖四海归来，沸腾
于我们今天创造历史的火热实践中。
向何处远征？我们期待，它从书斋文献
中走出去，从本乡本土中走出去，通过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时代生机，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两个先行”提
供精神指引和文化动能，面向全球为沟
通世界搭建文明的桥梁。

“归来”与“远征”
张 萍

本报嘉兴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肖未 共享联盟·嘉兴港区 胡家杰）
23 日，在 2022 中国（嘉兴）氢能产业大
会上，12 个氢能产业项目签约落户嘉
兴。“嘉兴独特的区位优势、成熟的产业
集群、丰富的气源，让我们再次投资扩
建。”羚牛新能源科技公司负责人蒲红
霞说。

乘“氢”风而上，嘉兴底气十足。嘉
兴是浙江氢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也是首批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成员之
一。近年来，嘉兴立足产业优势，高度
重视氢能产业发展，并将其作为“十四
五”期间打造“135N”先进制造业集群的
重要板块。今年前9个月，嘉兴氢能产
业链产值约127亿元，同比增长15.4%。

近年来，嘉兴围绕制氢、储氢、运
氢、加氢、用氢环节实施精准招商。目

前，已集聚全球氢能产业龙头美国空气
化工公司、国内氢能领军企业国鸿氢能
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氢燃料电池车
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

为最大程度发挥工业副产氢量大
质优的先发优势，嘉兴加快构建化工板
块与氢能板块的循环经济模式。目前，
已组建由国资牵头打造的嘉兴氢源供
给保障平台，与龙头企业合作布局制
氢、液氢项目，帮助本土化工企业引进
先进提纯技术，加快推动实现低成本大
规模氢气制备、运输。

瞄准多维度，拓宽应用场景。今
年初，嘉兴市本级首条氢能源公交示
范线投入运营。目前，全市已累计运
营氢能公交车 146 辆，49 吨氢能物流
车 21 辆、18 吨氢能物流车 26 辆，加氢
站 6 座。

12个氢能产业项目落户嘉兴12个氢能产业项目落户嘉兴

本 报 杭 州 11 月 23 日 讯 （记 者
王逸群） 拿起“白素贞”卡通玩偶对着
自助饮料机一扫，一束光从玩偶眼睛中
射出。随后一秒钟不到，就完成整个购
买过程。这是刚刚推出的光交互文创
产品。23日，在第十八届杭州中国国际
动漫节上，光交互文创应用正式发布。
现场，流彩动画旗下白素贞系列IP光交
互应用授权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

什么是光交互技术？简单来说，就
是通过可见光进行数据的传递与传输
技术。比如，手机支付账款，需要经过
扫码、输入密码等流程，而光交互技术
只是用闪光灯对准，轻轻一闪，一秒钟
便一步支付到位。

“它是和我们每个人的账户绑定
的，类似于我们去扫二维码，只不过我
们把扫二维码的过程换成了用光来传
递。”杭州弘光数科董事长邹骁介绍，光
的速度很快，一秒钟可以传输上亿个数
据，而且没有办法截获，因此它的安全

性更高。
这样的技术，如何与文创相结合？

现场，记者看到几个已经激活的动漫玩
偶。邹骁介绍，每个动漫玩偶中都内置
了一个光芯片，按下它们身上的按钮，
对准设备上的圆形光点扫一扫，就会发
出一道光，这个光源实际上是一串动态
的加密密钥。

扫码绑定后，就可以在支付、通行
控制、物流存储等领域应用。消费者还
可以设置日消费限额和限定应用场景，
遗失后可一键冻结或解绑。

目前，光智能产品线已经成熟，并
在支付、智慧园区/社区、校园、新零售、
文旅、智慧政务、快递物流等领域应
用。如在临安青山湖景区，青山湖主题
光交互吉祥物产品“临临”“安安”，贯通
了票务、购物、存包、消费等场景。

2022 年初，光交互技术入选杭州
市科技局科技亚运专项。“我们希望能
让亚运吉祥物具备多场景一闪交互的
能力，打造风靡的 IP 智能产品。”邹骁
说，要通过科技赋能，让吉祥物成为观
众普遍参与的创新载体。

光交互版动漫玩偶亮相动漫节

“白素贞”购物，眼睛一闪支付秒完成

本报讯（记者 阮帅 共享联盟·嵊州
闾高桥 通讯员 黄静怡）“传家两字
耕与读，兴家两字勤与俭”⋯⋯近日，
位于嵊州市贵门乡的鹿门书院里传出
琅琅读书声，在嵊州市爱德小学教师
吕群芳的带领下，数十名学生齐诵吕
氏家训。

今年以来，嵊州以“姓氏文化”为
载体，广泛开展“家风家训进校园”系
列活动，将好家风辐射到广大中小学
生和家庭单元，积极传递文化“正能
量”。

以“和”“孝”“规”“学”“义”为核心
理念的王羲之家训，教育子孙后代要

先大公后小我，实干力行，自觉自律；
义门裘氏把以仁厚为本、处物以敬让
为先作为治家之宝；方山张氏等族家
训主张执事有恪，知耻奉廉⋯⋯翻开
今年 4 月出版的《嵊州家训》，先人修
身齐家的智慧跃然纸上。“书内收录了
嵊州 116 个姓氏的家风家训 200余篇，
在润物细无声中立德树人。”嵊州市教
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书已经
送入当地多所中小学校，融入师生的
校园生活。今年9月，嵊州还开始编写
图文结合的《嵊州家训》研读手册，并
在 13 个市属小学推广家风家训研读
课程。

嵊州：家风家训进校园
11月23日，淳安县界首乡界橘公司广场一派繁忙，淳安千岛湖健康饮品有限公司销售流动车开进了界首乡，收购农民当天采摘的柑橘，

助农增收。 拍友 王建才 方园 摄货车进村收柑橘

11 月 23 日，在世界阳明学大会现
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共同富裕”

“地方文化”等词被频频提及，成为百余
位嘉宾口中的热词。

王阳明，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绕不开
的大家，再次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新时代，我们该如何传承弘扬阳明
文化？它对于浙江乃至中国文化走向
世界有什么样的启示？会场内外，高朋
满座，共话阳明。

历久弥新的思想富矿

大会间隙，记者在余姚和绍兴街头
采访，问到王阳明和阳明心学，几乎所
有的人都能秀几句他的金句。

我们遇到的有学生，有书店经理，有
上班的市民，也有业余文史爱好者。他
们都自豪地聊起王阳明和家乡的关系，
热情指点我们与王阳明有关的地点。

阳明思想传播之广泛和深远，由此
可见一斑。

特意前来参会的杭州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教师王海晗对阳明心学中的

“致良知”感触颇深，他说：“王阳明认
为，良知是心之本体。用今天的话来
说，良知就是核心价值，是道德自觉和
文化自信。”在他看来，这是在告诉我
们要时刻保持本心，保有良好的道德
人文素质。

确实，阳明心学是一座历久弥新的
思想富矿。经过 500 多年的大浪淘沙

和风雨洗礼，在当下仍具有意义和价
值，不仅在个人，也在整个社会。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
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杨国荣在大会作主旨发言。他从“致良
知”“心即理”“万物一体”“知行合一”等
四个方面，建立了阳明心学和共同富裕
间的联系。

他说：“阳明心学中既包含对人精
神层面的尊重，也涉及物质层面的关
切，还有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间的统一
等，这些都在倡导大家建立起对群体、
对社会的责任意识，映射出人的共同发
展理念。”

“共同富裕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富
裕，它的理念可以理解为是以儒家为代
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根本诉求。”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求是
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
长董平表示，阳明心学给予了我们一种
启示，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共同富裕的实
现方式，而明德亲民的体用一源，便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本源动力。

关于阳明心学的探讨仍在继续，不
可否认的是，当阳明心学为中国古代思
想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后，在新时代依
然“火热”。

丰富多彩的活化利用

浙江与王阳明有着深厚的渊源。
他在此成长、证道、讲学、归葬。

在绍兴，当地秉持文化传承和现代
创新有机统一的思路，新建了阳明纪念
馆、阳明广场等，最终形成了文化艺术
展示与居民生活有机融合的“泛博物
馆”格局。

这里还成立了国际儒联阳明研修
基地，将定期开展论坛、讲学等活动，为
中国乃至全世界阳明文化爱好者提供
全方位服务，为追思阳明、交流学术提
供了一个崭新平台。

“王阳明是余姚的四先贤之一，他
的一生及其思想都让人高山仰止。”宁
波市社科院（市社科联）院长（主席）傅
晓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余姚都不断活
化利用阳明文化，致力于推动它飞入寻
常百姓家，使之转化为城市的精神和
气质。

他说，余姚正在开展阳明文化进机
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网络“六进”活动，相关宣讲活动已举办
300余场，听众达5万人次。

不久前，《图说阳明》一书在余姚市
丰北小学试读。全书用 14 个章节再现
了王阳明的一生，每章包含导语、绘本
阅读、活动分享、古迹研学等内容，对阳
明文化要素进行分解和重整，将阳明文
化融入现代生活。

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阳明学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意义
不 仅 影 响 了 中 国 ，更 早 已 延 展 到 了

世界。
“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具有深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义。”国际儒学
联合会副理事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
学院院长朱汉民指出，中华文化底蕴深
厚，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提出和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应对、解
决现代世界面临的系列问题，就是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有中和、共生、仁
道的传统，特别是“一体之仁”的深刻
哲学。

“文化精神能够跨越时空和国度，
具有永恒的意义。”中国历史研究院副
院长李国强表示，阳明心学在东亚乃至
世界思想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
如，用阳明心学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自然观，可以体现中国古代对生
态建设的基本认识，也与当前中国在国
际上倡导绿色、生态、可循环的理念相
符合。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不少与会专家期待着，在这样的
历史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沃土
的 阳 明 文 化 ，能 在 新 时 代 不 断 茁 壮
成长。

阳明思想像一棵生生不息的大
树，开枝散叶。它的创
造转化和创新传承，也
将有利于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有助于塑造自
信 自 强 的 中 华 文 化
形象。

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阳明文化
——世界阳明学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沈听雨 陈 醉 干 婧

今日说

扫一扫 看更多

本报杭州 11 月 23 日讯 （记者
万笑影） 23 日下午，“浙江政协·崇学
讲坛”第二十八讲在杭州举行，有关专
家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专题宣讲。

本次讲坛是省政协“矢志不渝跟
党走、同心奋进新征程”学习宣传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系 列 活 动 之 一 。
主讲人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
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进行了全面
阐释、系统讲解，为大家进一步深刻
理解、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
有益帮助。

委员们表示，要全面学习、全面把
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
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领
悟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
求，主动把政协工作放到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大场景去谋划，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
构作用，以排头兵的姿态，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在浙江奋力推进“两
个先行”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贡献
政协智慧力量。

省政协举行崇学讲坛

马术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