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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担任主宾国

兰州晨报讯（甘肃日报记者施秀萍）9 月 13 日下午，
由甘
肃省人民政府、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国贸促
会主办的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据介绍，第三届敦煌文博会将于 9
月27日至28日在敦煌举办，
乌克兰担任主宾国。
敦煌文博会是我国唯一一个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国
家级文化战略平台，
自 2016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继法国担任
首届敦煌文博会主宾国之后，
乌克兰将担任本届敦煌文博会
主宾国。届时，
乌克兰除与中方在敦煌大剧院进行联袂演出
外，
还将举办以乌克兰历史、
建筑遗迹、
人物风景等为主要内
容的专题摄影图片展。此外，
一些国家政要、
近100个国家和
地区及国际组织的1000余名嘉宾将出席会议。
据悉，
第三届敦煌文博会将继续秉承
“和平合作、
开放包
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
的丝路精神，
以
“展现丝路风采，
促进
人文交流，
让世界更加和谐美好”
为主题，
开展五个方面的主
要活动。一是聚焦
“一带一路”
建设，
举行以
“互鉴共进、
和谐
共生、
增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为主题的开幕式
暨高峰会议。二是聚焦对话协商、
共建共享，
集中举办 14 场
多层次、
高规格的分论坛，
涉及文化和旅游发展、
南向通道建
设、
丝路文物保护、
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等
“一带一路”
建设
重大课题，
从不同领域、
不同角度，
畅想共建
“一带一路”
的美
好未来，
奠定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基础。三是聚焦
创造经典、
打造品牌，
精心安排以
“荟萃文艺经典，
抒发丝路情
怀”
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活动，
包括综合运用设计、
音乐、
演唱、
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
集中展示敦煌文化的敦煌服饰盛典《绝
色敦煌之夜》；东西方艺术家同台表演的《相约敦煌·2018》；
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
通过舞台艺术生动传递千年文明的芭
蕾舞剧《敦煌》以及重庆、
青海和我省各市州的精彩剧目等，
共
同形成体现国际水准、
弘扬中国文化、
彰显甘肃特色的文艺精
品荟萃。四是聚焦文化交流互鉴，
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展览
展示活动，展出涵盖文物、艺术、设计展品等领域的 7000 余
件展品。五是聚焦展望丝路美景，
举办中国文创产品发布展
和文化成果发布活动，
发布即将面向海外推广的优秀文创产
品和2017年以来文化建设和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

9 月 13 日，
第三届丝绸之
路（敦煌）国际
文化博览会新
闻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
中国甘肃网

第三届敦煌文博会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陈青介绍相关情况
兰州晨报讯（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9 月 13 日下午，
由甘肃省
人民政府、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中国贸促会主办的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
博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陈青
出席发布会介绍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国内外 100 多家媒体记者
参加了发布会。
陈青说，敦煌文博会是中国

国内目前唯一以
“一带一路”
国际
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
会，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合作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
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在政治、经
济、
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参
会嘉宾的一致好评。甘肃方面与
各主办部委已做好充分准备，力
争把第三届敦煌文博会办成“智
慧文博、精致文博、大众文博、节

俭文博”
，
提升文化盛会的科技含
量，
给人留下精彩难忘的
“敦煌印
象”
；
同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让
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全力开展招
商招展活动，力争实现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
“双效”
统一。
陈青代表省委省政府真诚邀
请社会各界共聚敦煌、
共襄盛举，
把敦煌文博会办成特色鲜明、亮
点频出、多姿多彩的国际文化盛
会。

文化和旅游部 7 大活动助力第三届敦煌文博会
兰州晨报讯（甘肃日报记
者施秀萍）记者从 9 月 13 日下
午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作为主办单位之一，
文化和旅游部一如既往重视、
支持敦煌文博会，按高端化、国
际化标准，调动全国优质文化
和旅游资源，积极参与文博会
各项工作，以 7 大活动助力第三
届敦煌文博会。
据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

杜江介绍，文化和旅游部在《文
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
计划（2016—2020 年）》中明确
提出实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合作平台建设计划，将敦煌文
博会列为文化和旅游部重点打
造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
际节会。本届敦煌文博会，文
化和旅游部主要活动有 7 项，涵
盖 了 专 项 论 坛 、文 艺 展 演 、展
览、文化贸易、文博创意、人文

交流、国际合作等方面。一是
以“深化文化旅游融合，共促丝
绸之路合作”为主题，组织举办
文化和旅游专题论坛，邀请国
内外文化旅游部长级官员、业
内知名专家学者、相关旅游行
业组织负责人等 170 多名嘉宾
参加；二是以“荟萃文艺经典、
抒发丝路情怀”为主题，调动中
央芭蕾舞团演出芭蕾舞剧《敦
煌》，丰 富 文 博 会 文 艺 演 出 内

容，展示我国高雅艺术魅力；三
是以“传承丝路精神、推动交流
互鉴”为主题，深入挖掘丝路沿
线 60 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艺
术精品，举办绘画雕塑、平面设
计、版画摄影、新媒体技术等展
览；四是协调调动深圳文博会、
义乌文交会资源，积极引导中
外优秀文化企业参与，全面展
示文创领域前沿成果，为各国
知名文化品牌和文化企业搭建

平台、促进交流；五是汇集来自
30 家文博单位的 300 多件文创
产品集中展示，打造中国文化
创意产品海外推广发布平台；
六是组织 24 个国家的 32 名青
年汉学家举行座谈会，聚焦中
外思想文化交流前沿，彰显丝
路精神；七是确定了主宾国文
艺演出、摄影图片展等文化交
流项目。

“主场作战”唱主角“苦练内功”迎文博
第三届敦煌文博会会务服务人员培训接近尾声

精益求精。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通讯员
张玉学 首席记者 平丽艳 摄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通讯员 张玉学 首席记者平丽艳）9 月
12 日，记者从敦煌国际会展中心获悉，第三届敦煌文博会“主场作
战”的敦煌国际文化发展公司各项筹备进入了最后攻坚决战阶
段，会务服务人员培训已接近尾声。
敦煌国际文化发展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快速提高会
议服务技能，从 9 月 4 日起，就邀请保障过国家级会议的专业力量
倾囊相授，在 500 人的服务保障团队中严格筛选 80 余人接受集中
脱产培训，内容涉及理论知识、形体姿态、基础摆台、服务技巧、接
待参观、商务礼仪 6 类 20 个大项，其中每个大项又分 8 至 10 个小
项，包括桌子摆放横平竖直、椅子与桌边前后距离 20-25 厘米，矿
泉水要摆放在玻璃杯右侧等 200 个细项培训科目，而且每一个科
目都要进行单独考核。按照培训计划，从着装、站位等基础知识
到微笑、问好等服务技能，每位会务人员要累计经过 100 个学时才
能达到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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