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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新冠疫情给人们带来经历和创伤的当前形势
下，以及在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变革背景下，我们必须持续评估全球国际文
化关系（ICR）的实践和范式。鉴于此，ICR的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无论
是文化创意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CSO）还是文化行为体，既要发挥作用，也应对自己
和他人负责，为发展更加可持续、无障碍、公平且包容的ICR创造空间和时间。 

本文件收集了2022年2月“文化之声”结构性对话中有关ICR的议题、建议、具体步骤
和项目设想。会议研究了解决复杂的ICR问题的四个考虑因素——公平、空间、机会和时
间。在这个框架内，这四个因素强化了更具包容性的方法，并在ICR活动的联合设计和筹
资机制的探索中引入了新的声音。这些讨论不仅避免了重蹈覆辙，也提供了分享知识的
空间、了解他人并相互学习的时间，以及理解信息、知识和观点差距的机会。 

为所有ICR利益相关者建议的下一步具体措施可以总结为： 

执行摘要
1. 

国际文化关系
 

文化之声	
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 

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 支持CSO，以及自下而上地参与ICR。
• 学习流动计划中的成功经验，增加流动选择和改进措施，以增强可

达性。
• 为南半球的文化领域工作者提供更方便的旅行和优惠待遇，评估他

们的看法和挑战，同时也考虑西方对流动性挑战的看法。
• 解决基层文化领域无法获得欧盟资金支持的问题，建立新的全球融

资机制，以支持透明的、自下而上的国际文化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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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声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空间

时间

公平

• 为长期变革和伙伴关系的发展而进行投资。
• 促进和增加全球知识共享，为所有人创造获取知识的机会。
• 为使ICR同行讨论产生影响而进行投资。

• 为希望处理全球性问题的人们和希望在ICR的所有方面接受参与式
方法的人们创造更多空间。

• 为文化行为体创造互惠互利的空间，以便他们在文化领域之外建立
新的联系，进一步深入开展与社会相关的全球对话。 

• 支持在建立包容性、可持续性ICR方面采取最佳实践的组织，并向
正在转型的文化实体学习。

• 建立一个全球ICR框架，以满足与政治议程或某些地缘政治区域无
关的资金需求。

• 在全球范围内与合作伙伴一起改善欧洲的ICR，这将对欧洲公民和
全球合作伙伴及公众产生积极影响。 

• 借助试验方法、灵活性以及文化领域的整体视野，以增强文化行为
体的能力，找到新的、可持续的ICR方法。

• 以参与性方式探索技术如何消除ICR融资和参与中的语言障碍。

• 拥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未来的ICR活动创建一个包容的、
可持续的方法。 

• 拥护气候保护政策和行动，以推动可持续发展。
• 采取行动，改善全球文化框架，解决福祉问题，并为更公平的ICR

创造条件。 
• 解决ICR中长期存在的交叉去殖民化问题，明确建立基于伙伴关

系的包容性ICR所面临的广泛地缘政治挑战，并成立一个特别工 
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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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举行的第一届文化之声（VoC）结构化对话专门就国际文化关系（ICR）展开了
讨论。本次对话的与会者均收到主办方特别邀请，而非通过公开征集评选的方式选出，
与会者来自全球各地，且不局限于欧盟（EU）国家。VoC所采用的结构化对话小组形式
可以说是一种生成性研究方法，在参与者中形成广泛讨论。一定程度上，从与会者的经
验以及对该话题的兴趣和热情可以体现与会者所提供的资料的深度，以及归纳这些资料
同时保持其丰富性的挑战。VoC是与文化领域的非国家官方行为体进行的结构性对话， 
会议的重点是产出可操作建议，以支持民间组织和自下而上地融入全球ICR领域。鉴于
此，这些建议涉及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对话参与者），并且可以由他们来推
进。因此，这些建议按主题划分，而非按目标受众划分。 

文化之声委托独立专家Sana Ouchtati撰写的讨论文件提出了四个方面，即：（i）介绍
欧盟ICR的政策框架；（ii）确定民间社会和非国家官方文化行为体在加强自下而上的ICR
方法中的作用；（iii）展开可持续ICR的主要趋势和成分，使文化成为全球层面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iv）根据新冠疫情和文化利益相关者在世界各地的运作背景，确认共同利
益领域并确定项目构想。

在为期三天、共计12小时的线上讨论中，代表39个文化组织的43名与会者建议，全球及
欧盟的决策者，以及文化界本身应接受具有挑战性的讨论领域，并主动实施所提出的建
议和行动提案，开始规划更具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ICR。 

此过程的第一步计划已于2022年3月18日提交给欧盟委员会（EC），之后对产出进行了
编辑、出版，并在全球范围内与ICR和文化领域利益相关者分享。 

正如各小组讨论的那样，与会者必须确保广泛的传播和后续行动，让VoC的组织者、 
决策者和与会者对讨论的影响负起责任。 

简介
2. 

国际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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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 

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https://voicesofculture.eu/2022/02/01/international-cultural-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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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和建议 
3. 

国际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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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关于ICR中的机会问题的讨论涉及各种议题，如流动性、对民间组织的支持、语言障碍、
自下而上的方法和民间组织的复杂性，包括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包容性和多样性， 
以及灵活性和创新的重要性，等等。

机会

 
流动性和促进国际性组织联网仍然是全球ICR以及联系和 

团结全球文化利益相关者的关键考虑因素。 

在新冠疫情期间，很明显需要为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提供更多且多样的流动计划，而
不是减少相关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流或体验文化仍然非常重要，但这必须与可
持续发展问题相平衡。 

在考虑采用自下而上的全球ICR方法时，民间组织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代表着基层知识，也能提供有关当地需求 

（当地需求需要与国家政策议程相联系）的真实信息。 

事实证明，如果缺乏民间组织行为体的系统化参与，自下而上的方法就很难实现和实
施。另一方面，国家、民间组织、私人资助者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零散而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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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往往存在信任问题，其严重程度因国家而异。在某些情况下，结构
性资金或其他资金可能只会拨付给支持某个政权或统治集团的组织。在一些国家，只有
少数民间组织不具有国家资助性质或类似性质。在某些情况下，独立的文化组织并不信
任民间组织。

语言是建立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ICR所面临的一个障碍， 
也是一个通道。一些多边项目可能要求参与者具备英语语言技能。 

虽然一些民间组织可能具备英语沟通能力，但他们可能不具备某些官话的书写和沟通能
力，而这些语言有时是获得资金、网络或流动机会的必要资源。 
不过，欧盟凭借其在翻译和多语言交流方面的经验可以为世界分享一项宝贵的资产。 
没有翻译，就无法开展有效且公平的跨文化交流。 

包容性、多样性和ICR的参与对于自下而上的、由民间组织领导的 
ICR来说仍然很重要。 

疫情封锁期间，“Black Lives Matter”（黑人人权运动）和“#MeToo”（反性骚扰运
动）运动发起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正义挑战，这意味着我们急需改善ICR包容性和
多样性的工具和机制。参与ICR意味着要从关系建立的所有方面加强包容性，包括计划设
计、应用选择委员会和融资方面。 

金融体系往往会破坏ICR的创新和灵活性，这些体系因为某些标准 
（如业绩、地点、经营年限等）而锁定规模较小或地方性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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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下，文化资助者被迫开始创新，建立赠款和伙伴关系，在短时间内对持续挑
战作出反应。这种灵活性、大胆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必须在资助中保持，但同时要优先考
虑长期的结构性资助。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长期的结构性资助都会在危机时期为文化组
织带来支持。 

关于机会的建议：

支持CSO，以及自下而上 
地参与ICR。

• 确认不平等现象，并采取行动减少进一步伤害。
• 超越等级制度，确认权力关系，并以开放的态度相互

学习。 
• 向新的参与者和规模较小的组织及利益相关者开放ICR

机会并提供支持，他们往往更加灵活，与基层联系更
紧密。 

• 提供可持续性资助，超越基于项目的资助方式，采取
自下而上的方法，让民间组织参与到ICR中。

• 让民间组织参与制定、界定和验证ICR的政策优先事
项，并让地方性行为体及其合作伙伴参与具体和预先
界定的双边合作。

• 支持公平、平等的薪酬计划，不论组织或文化专业人
士来自哪里。

• 认识并呼吁欧洲中心主义和“第一世界”的观点， 
这在新冠疫情中也得到了体现。 

为领域工作者提供更方便的
旅行和优惠待遇，同时超越
西方对流动性挑战的看法。

• 认识优惠待遇的必要性（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约），随后应进行政策改变和实践改变。 

• 审视申根制度对流动性的阻碍，包括对民间组织和基
层运营者来说可能存在挑战的经济稳定要求。

• 考虑到对全球南半球文化行为体给予优惠待遇的必要
性，探讨提供豁免，从而为欧盟旅行提供便利的可能
性（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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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会的建议：

• 考虑融资和旅行之外的流动动机和障碍（包括被迫流
动/搬迁的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 

• 提供建议和支持，以解决流动障碍，并加强信息的获
取。 

• 考虑获得支持的其他资格标准（除国籍以外），即说
明居住地、所在地、来源或关联地等问题。

解决基层文化领域无法获得
欧盟资金支持的问题，建立
新的全球融资机制，以支持
透明的、自下而上的国际文

化交流方式。

• 探索并建立欧盟融资工具、资助项目和文化领域之间
的讨论论坛，使欧盟融资工具更具包容性，并适合其
目标受众。

• 创造机会，使艺术家和民间组织在共同的主题和优先
事项下，而非在政治/国家/软实力议程的推动下进行
跨界联系。

• 探讨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透明的全球资助计划，在诸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普遍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伙伴关
系，并支持风险承担。应在从能力建设、概念化到实
施的整个过程中支持受援国。其成果应该是可持续、
可获得的，建立在现有的良好实践之上，并超越政治
议程范畴。

• 向现有的基金会学习，如IFCD、Arts Collaboratory、 
Afield Fellowship、Mekong Cultural Hub，学习如
何将新的声音和不同的声音引入生态系统。 

• 增加IFCD中的国家和私人资金，以及欧盟作为唯一
一个批准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多国缔约
方的贡献。

• 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通过透明、有效、可持续的创
新手段，他们也可以为ICR调动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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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会的建议：

借助试验方法和灵活性， 
以增强文化行为体的能力，

找到新的、可持续的ICR 
方法。

探索技术如何消除ICR融资
和参与中的语言障碍。

• 加强地方文化机构的独立性，使其能够在没有国际资
助的情况下生存和持续发展。

• 投资以提高数字素养，以支持国际（数字）交流。 

• 探索人工智能的潜力，以减少由语言造成的障碍。 
• 接受视频申请、翻译和采访，以便那些不懂“官话”

英语或融资行话的人能够从网络、资金计划和其他方
面受益。 

• 创建包容性空间，例如手语支持、为视障人士改造网
站，以及/或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手语支持和/或通过书
面以外的其他方式（录制视频等）获取信息/申请资金
的机会。

• 必要时，开发平台和会议空间，面向所有人消除成
本、语言、位置等方面的障碍。 

• 注重加强当地的教育基础设施和课程，使其符合国家
或地区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而不仅仅是教授语言。

• 投资于灵活性和风险承担，以及没有固定方法或结果
的实验性项目。 

• 借助项目失败时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并致力于实现更
公平的国际文化关系。

• 解读国际联系和侨民的作用，探索他们可以提供的许多
机会。 

• 反对年龄歧视，让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参与到由CSO领
导的以及自下而上的ICR中。 

• 如果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项目设计者（以及文化领域工
作者）希望在国际环境中取得成功并创造公平的活动，
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有关跨文化和公平合作的培训。 

• 从新冠疫情的响应中吸取教训——ICR中的灵活性、 
适应性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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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讨论集中在长期伙伴关系、合作和投资上。它涉及可持续的关系、长期可持
续的知识共享、成熟的时间、ICR领域的代码设计和共同创作的时间。 

时间

为文化规划、参与和共同设计创造空间和时间。文化规划必须得到 
支持，确保其真实性，确保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共同设计、学习和反思， 

并在实验和风险中获得支持。

在达到可以共同创造和共同设计的程度之前，必须对ICR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解，且必须为
这种对话创造条件。事实上，展示工作往往没有什么影响，共同创造和合作的过程才是
最可持续的ICR伙伴关系。

有必要为长期可持续的知识共享建立一个或多个机制， 
以支持民间组织和文化行为体获得跨文化经验和能力。 

需要增加关键领域的知识，例如，围绕数字技能和数据分析；了解数字ICR如何影响全球
文化连通性、可持续性和文化行为体的迁移，以及评估和监测（由于缺乏数据和研究，
文化组织还无法讨论其在数字领域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这限制了其宣传工作）。

即使政治周期很短，ICR也需要一个长期视角。 
应对变革时期的长期支持，以信任为基础，并避免造成地方竞争。 

短期资助造成了长期规划和愿景的缺失，阻碍了组织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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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包容性的国际对话中，信任是最重要的， 
且信任需要解决微妙的问题。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信任建设，都需要重新调整非洲国家和欧盟之间的伙伴
关系。例如，首先共同设计一种在两种文化背景下都适用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否放弃决
策，关键在于包含更广泛的意见和参与；同时，重新思考赔偿、语言包容性和批判性地
质疑每个行为体在ICR框架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都是必要的。 

关于时间的建议：

为长期变革和伙伴关系的 
发展而进行投资。

促进和增加全球知识共享，
为所有人创造获取知识的 

机会。

• 项目资金应被可持续投资所取代，短期合作应被长
期合作所取代。 

• 对长期居住或交流项目进行投资，以建立对其他国
家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包括农村环境。 

• 在寻求专业知识时，利用当地的国际文化机构，获
取他们的经验，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通行证”。 

• 绘制网络、文化行为体和可用资金的地图——增加关
于合作对象、合作地点以及合作方式的知识库。 

• 对现有的包容性文化（交流）模式进行投资，这些
模式可以转化为ICR的背景，也可以扩大。为正在记
录的研究和创新绘制地图。 

• 通过多个网络在一个平台上协调知识交流，以避免
重复，并利用所有语言的可用材料探索多语言知识
库的潜力（采用AI支持翻译）。优选选用“一站式
服务”，只要这是基于明确的需求，并由文化组织
管理且为文化组织服务。

• 投资并推广（全球相关）知识共享平台，例如，即
将推出的ICCRA知识库或文化关系平台（Cultural 
Relations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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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的建议：

为使ICR同行讨论产生影响
而进行投资。

• 投资扩大《国际文化政策纲要》（Compendium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的全球覆盖范围。 

• 通过一个综合的、简明的年度审查/出版物（例如， 
可以通过《国际文化政策纲要》）来评估ICR的 
状况。 

• 着力了解数字技术的结果，如何最好地利用它，
如何弥合数字鸿沟，以及如何评估其危险性和长
期负面影响。还要考虑人类的影响，例如，对文
化行为体的迁移的影响（如远程办公和远离城市
的趋势）。 

• 在评估、反思和学习方面进行投资，以了解这些活
动对ICR的广泛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其中应包括资
助计划（如H2020、Creative Europe等涉及ICR的
部分）和其他计划（如Global Cultural Relations 
Programme）。 

• 投资建设文化档案和知识库。实施数字化并确保其
跨国界流动。 

• 在“文化之声”项目之后继续保持对话。在小组对
话中建立网络。

• 利用文化关系平台2的Global Cultural Relations 
Programme1（GCRP）。 

• 加强和改进欧盟/UNESCO文化治理专家组，包括
其“同行学习”过程，使其将ICR的重点放在文化
政策的实践和设计上。欧盟的支持对于促进经验交
流至关重要。其他机制，如同行结对模式，也同样
涉及。 

1 https://www.cultureinexternalrelations.eu/2022/05/03/what-is-the-story-behind-the-gcrp/
2 https://www.cultureinexternalrelations.eu

https://www.cultureinexternalrelations.eu/2022/05/03/what-is-the-story-behind-the-gcrp/
https://www.cultureinexternalrelation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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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关于ICR中的公平的讨论涉及各种话题，包括文化关系中的公平以及解决合作和伙伴关系
中的不平衡的迫切需要。要讨论公平问题，也应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艺术家和文
化专业人士的流动性、非殖民性、福祉、解决创伤等多角度进行讨论。 

与会者提出的主要议题如下：

气候变化不仅关乎今世后代的公平，也关乎流动性、ICR中的包容性和
体面工作权利。 

围绕公平ICR进行讨论的关键点在于，解决人类生存和福祉的可持续
性。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础建立ICR框架，有可能解决围绕公平、

人权、公平等要点的讨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些都是ICR的主要 
问题。

解决文化受众、更广泛的公众和艺术家本身的创伤和福祉是摆在面前
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一些国家/地区，观众和艺术家认为生活中的重要
事项发生了转变，他们将护理和心理健康作为整体和平衡生活的重要

优先事项。

解决ICR内的生态危机与解决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承认特权和努力实现ICR
的公平是密不可分的。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文化利益相关者能够采取“绿色”交通方
式，许多国家还没有以符合西方标准的方式采取气候行动，也没有制定相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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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去殖民化问题必须通过，也能够通过借助去殖民化、通过真正的
ICR伙伴关系和文化行动来解决。在欧洲，无论是在欧盟还是成员国 

层面，都迫切需要以透明的方式解决殖民主义框架问题。 

这是为了建立信任，推进伙伴关系和合作，纠正过去和现在的权力和资源失衡。交叉性
提供了一个框架，将过去基于族裔、宗教、种族、性别和能力的排斥与当前基于同一基
础的歧视以及其他新出现的歧视形式，如护照种族隔离和文化行为体和文化商品的其他
流动障碍联系起来。

• 共同创建一个数据驱动的ICR创新路线图。在这个
路线图中，ICR干预措施不被视为进程的终点，而
被视为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人权和不公正现
象、交叉去殖民化等问题的手段和催化剂。 

• 基于结果的方法（包括ICR的气候相关SDG指标）
可以解决以项目为导向的规划挑战，有利于更可持
续的行动和结果。

• 推动建立艺术家和气候专家之间、跨领域网络之间
的新伙伴关系。 

• 开发新工具，以了解艺术家的数字足迹和更广泛的
碳足迹，并获得授权，以做出必要改变。 

• 在体面的生活（经济压力）与包括气候保护和行动
在内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 制定区域性或地方性绿色解决方案，使用与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非洲2063年议
程以及欧盟的5个发展重点（其中文化领域和ICR污
染最严重）相关的指标来衡量进展情况。 

关于公平的建议：

拥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为未来的ICR活动创建
一个包容的、可持续的方

法。 

拥护气候保护政策和行
动，以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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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一些面对面活动的频率（组织线上活动，以消
除非必要旅行），同时保持面对面互动和现实生活
中的活动和接触。

• 发展数据收集和分析技能，以监测和改善文化领域
和ICR中的代表多样性。 

• 支持为文化资助者创建公平资助标签（如《公平宣
言》）。

• 探讨团结税的潜力，例如，在Creative Europe计划
中，向不符合计划要求的国家的艺术家征收一定比
例的税费，但要记住，这种税费可能会限制不稳定
组织的机会。 

• 拥护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为促进和保护
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待
遇，以建立一个公平的全球文化行业，并呼吁2005
年公约的签署国将此付诸实践。 

• 更广泛地探索保障艺术家公平报酬的机会，例如，
向探索如何保障艺术家普遍基本收入的试点学习，
以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并支持文化领域。

• 针对缺乏支持的单一民族国家扩大（国际）新冠支持
计划。

• 制定措施，让全球行动体（包括欧盟）以更透明的
方式对ICR工具和计划的多样性和公平性负责。 

关于公平的建议：

采取行动，改善全球文化
框架，并为更公平的 

ICR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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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平的建议：

• 建立跨学科的独立工作组，长期（如五年）负责ICR
中的去殖民化和赔偿问题。该全球组织应具备跨代际
的特性，并向其他组织网络学习。该工作组必须从不
同角度（包括批判、激进和边缘）看待伙伴关系、去
殖民化和交叉的新殖民主义，以及基于种族、宗教、
种族或性别的歧视。 

• 探索并提供一个跨领域（非艺术和艺术形式）论坛，
以讨论ICR中的去殖民化问题。借此机会，可以将新
的声音引入讨论，以发展CSO参与ICR的创新形式。 

• 创造平等的机会，让每个人（特别是原住民和重新安
置社区（如西南亚及北非[SWANA]艺术家和欧洲文化
专业人士）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和原则，并引入到全
球ICR中。确保这些结构不具有剥削性，并确保所学
到的知识得到广泛传播。 

• 对个人（包括政策部门、CSO、国家文化机构和独立
文化组织）进行培训和授权，使其认识到治理中存在
的问题，例如与去殖民化观点有关的问题，并采取适
当的行动。 

• 重新设想一般基准的评估过程，使当地能够更好地表
达和理解的土著主权和环境特殊性，并为不同的声音
和身份提供空间。

解决ICR中长期存在的交
叉去殖民化问题，明确建
立基于伙伴关系的包容性
ICR所面临的广泛地缘政
治挑战，并成立一个特别

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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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全球ICR必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在ICR中纳入全球南南网络和 
不同行为体，并加强其地位。 

与会者讨论了新冠疫情给全球卫生部门带来的几个重要议题和需求。后者所涉及的问题
包括对当地文化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投资、文化所呈现的数字化、加强南南网络、ICR的参
与式方法、全球筹资机制的必要性等。

因此，投资以加强当地的文化基础设施是当务之急。如果当地行为体因为缺乏国家或其
他文化资助资源而被迫接受国际资助，则不可能达成平等合作。同样，这种依赖也会产
生后果：国家可能会限制文化组织获得国际资金的能力，从而达到关闭组织的目的。 

新冠疫情对一些文化组织的影响突显了确保南南网络、市场机会和交流机会的必要性。
西方社会在寻求非西方的视角、治理模式和专业知识方面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以便
为发展更具反思性的伙伴关系、创新等创造条件。 

只有当每个行为体都参与到平等的竞争环境中时， 
才有可能建立真正公平的文化关系。 

针对数字文化展示和交流的必要举措不可避免地 
（如今也越来越多地）对ICR、文化领域和广泛社会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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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数字技术在ICR中的包容性所面临的限制、机遇和风险，包括了解
其在不同艺术形式和互动质量方面的潜力。数字化不是一种替代方式，而是一种新的连
接方式，它与实体互动方式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其补充或加强。它提供了新的联系方式
和深度；将新的文化行为体带入中心舞台，例如，建立数字连接的农村地区；聚集了更
多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观众（尽管将不同时区的受众结合在一起对包容性文化交流和对话
来说是一项持续挑战）；将有关ICR的全球讨论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基层；创造了新的经济
模式。另一方面，由新冠疫情引发的数字化加速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如全球数字
鸿沟，这对公众和文化行为体来说都是如此。数字技术无法取代表演艺术家的巡演等活
动；将艺术家的部分收入转移给了数字平台或制作公司；一些不具备精良装备的组织无
法适应这种转变。  我们需要更详细地探索数字机会（和风险），以便在不同的艺术形式
中发挥作用，并开展数字安全、融资、数字隐私与安全、数字碳足迹等领域的研究。 

但如何掌握数字领域的技能和知识，仍然是一个问题。数字背景下的知识产权给文化内
容带来了一些新的市场，但也可能限制其进入其他市场的能力；同时，许多文化行为体
对知识产权也了解不足。 

• 研究可以利用政治不稳定、不平等、气候及其影
响、移民等具体问题的文化交流模式。要求艺术家
展开问题探讨，为他们提供财政支持，并推动他们
前进。 

• 接受参与式过程，确保引入必要的能力和观点。 
参与式过程很可能产生有关ICR创新的新想法， 
并 将 对 自 由 职 业 者 或 较 小 规 模 的 实 体 提 供 财 政 
支持。

• 应向正在实践全球公认的良好实践原则（例如， 
来自现有研究），并在实践中证明ICR具有包容性
和公平性的机构提供资金。 

关于空间的建议：

为希望处理全球性问题的人们
和希望在ICR的所有方面接受
参与式方法的人们创造更多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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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间的建议：

为文化行为体创造互惠互利的
空间，以便他们在文化领域之
外建立新的联系，推动与社会

相关的全球对话。 

将双边视角扩展到多边视角。
文化规划应以当地需求为基

础。

• 必须鼓励艺术家走出艺术界，形成跨领域的合作
关系（心理学、生态学、社会正义、残疾），思
考一些关键议题，如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和对人
类的影响，这将是全球各界都无法逃避的经历。

• 与国家广播公司和独立制作公司等大众内容创作
者和发布者接触，提出建议，以解答如何通过创
造表达尊重的、多样化的内容来促进ICR的公平和
民间组织之间的信任。 

• 支持在建立包容性、可持续性ICR方面采取最佳实
践的组织，并向正在转型的组织学习。

• 支持从事ICR工作的组织转型，即支持组织的创新
进程，以实现更可持续的ICR。这将对能力建设进
行规划、促进和投资，同时与其他政策议程/全球
趋势相联系。 

• 解决艺术和文化领域难以获得其他创新资金支持
的问题。 

• 在国家或其他层面协调宣传工作（针对前慈善
家），在艺术组织和非艺术资助者、企业、风险
资本家等之间建立专业联系和网络。 

• 将公平公正的ICR原则作为优先事项并植入到与
ICR没有明确关系的国际、文化资助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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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间的建议：

建立一个全球ICR框架，以满
足与政治议程或某些地缘政治

区域无关的资金需求。 

• 对新出现、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响应的价值和
威胁作出回应，并借助帮助艺术组织共同确定和
制定战略和应对措施的方案来推动。 

• 应对全球大多数文化领域工作者所经历的不稳定
性和脆弱性，以及公众需求。

• 在ICR实践中，考虑超地域性、跨地域性和建立全
球利益共同体的行动（因疫情而加速）。

• 建立实质性关系、伙伴关系和信任，并超越言辞
冲突（例如，软实力、文化外交及文化关系）。  

• 基于普遍原则，为全球南半球ICR对话建立无议程
资助机制。

• 加强或创造资金支持，以助力非欧盟领导的ICR项
目，建立南南网络和项目。 

•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在ICR中纳入全球南南网络和
行为体，并加强其地位。

• 澄清欧盟对全球普遍政策主题的回应，如气候、
移民问题。

• 继续通过全球ICR参与人权、民主等普遍原则的 
讨论。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建立对各方的
包容。 

• 不要将文化话语工具化，并将其输出到其他文化
背景中。

• 提高欧洲行为体在当地的可见度和团结性。
• 加强ICR伙伴关系，而不是与资助方的关系。
• 加强欧盟工具的灵活性，增强对当地伙伴和实质

性伙伴关系的信任。 

在全球范围内与合作伙伴一起
改善欧洲的ICR，这将对欧洲
公民和全球合作伙伴及公众 

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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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外界对全球ICR重要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的看
法。 

• 避免将欧盟ICR项目空降到没有文化背景或不需要
该文化的地区。同时，欢迎其他文化进入欧洲，
为欧洲创造倾听和学习的机会。 

• 对欧盟代表团中的文化专家进行投资，但同时也
要认识到，与民间组织的实质性参与相比，欧
盟专业人员的短期任务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次 
要的。将文化定位为传播部门的一部分会削弱该
部门。

• 为EUNIC集群赋能——它们不具备法律上的身份，
其活动水平取决于善意的多方支持。

关于空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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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HWARYA TIPNIS 
Aishwarya Tipnis建筑事务所，印度新德里

ANAÏS BOELICKE
歌德学院院长，伊拉克埃尔比勒

ANNA KARNAUKH 
英国文化委员会驻乌克兰办事处高级项目经理 
（创意经济与艺术），乌克兰基辅

CORINNE SADKI
Conseillère/Advisor - Europe et Egalité 
Femmes-Hommes Centre national de la 
musique - EMEE，与奥地利音乐出口项目负责
人、奥地利音乐（mica）副总经理兼EMEE董事
会成员Franz Hergovich分担任务，奥地利维也纳

DARYNA ZHYVOHLIADOVA 
文化政策制定者，乌克兰基辅塔拉斯·舍甫琴科
国立大学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

ELENA POLIVTSEVA 
当代表演艺术国际网络（IETM）政策与研究部主
任，比利时布鲁塞尔

ELEONORA SERMONETA
阿尔伯塔皇家博物馆成人学习计划员兼加拿大国
家遗产数字化战略咨询委员会顾问，加拿大

ERNI KASK
塔 尔 图 2 0 2 4 年 欧 洲 文 化 之 都 项 目 协 调 员 /
Aleksandr Fadeev—塔尔图2024年欧洲文化之都
国际关系协调员，爱沙尼亚塔尔图

贡献观点的 
与会者

4. 

国际文化关系
 

文化之声 
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 

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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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AI MPFUNYA
津巴布韦信托文化基金执行主任

GIANNALIA GOGLIANDRO
欧洲文化管理与政策网络（ENCATC）
秘书长，比利时布鲁塞尔/Carla 
Figueri，ENCATC，伦敦

HARUKA KOIKE
欧盟-日本Fest日本委员会项目经理，日本

HELENA NASSIF
文化资源部总经理，黎巴嫩贝鲁特

INGE CEUSTERMANS
节庆学院总负责人，欧洲节庆协会倡议，比利
时布鲁塞尔

IVAN BLASI
节目和奖项策展人，Fundació Mis var Rohe 
Barcelona，西班牙巴塞罗那

JAY PATHER
创意艺术研究院（ICA）院长，戏剧、舞蹈和
表演研究中心（CTDPS）教授，南非开普敦

KATELIJN VERSTRAETE
国际文化关系自由文化顾问，新加坡

KATRIN DEVENTER
欧洲节庆协会（EFA）秘书长，比利时布鲁 
塞尔

LÁZARO I. RODRIGUEZ
T r a n s f o r m a t o r i o 创 始 人 兼 C E O ， 巴 拿
马。EU-UNESCO发展中国家文化治理专家
组，UNESCO“Culture|2030 Indicators”专
家组，UNESCO国际文化多样性基金专家小组
成员

MARIE LE SOURD 
On the Move秘书长，比利时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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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A MUSSAPI
BASE Milano项目开发部负责人，意大利

MAYUMI TANIGUCHI
志愿者桥梁项目/锡比乌国际戏剧节/日本ECoC
志愿者协调人网络国际志愿者协调人（驻罗马尼
亚）

OJOMA OOCHAI 
CC中心非洲创意经济实践执行合伙人，尼日利亚
拉各斯

OLGA KOLOKYTHA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研究员

POOJA SOOD 
Khoj国际艺术家协会主任，印度德里

ROBERTO CASAROTTO
Centro per la  Scena Contemporanea和
Operaestate Festival-Bassano del Grappa的舞
蹈主管，European Dancehouse Network and 
Aerowaves成员，意大利 

RONALD GRÄTZ 
歌德学院院长，西班牙巴塞罗那

SERGE RANGONI 
比利时列日大剧院总经理

SILJA FISCHER 
国际音乐理事会秘书长，法国

SINA LEBERT 
歌德学院欧盟联络官，比利时布鲁塞尔

STÉPHANE SEGRETO-AGUILAR 
法国巴黎国家歌舞剧中心国际发展部主任/网络
协调员

SYLVAIN CORNUAU 
国际协调和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战略、公共 
事务和艺术参与负责人，加拿大艺术委员会，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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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JA GAVRILOVIC 
东南欧表演艺术网络协调员，Teatroskop，塞尔
维亚

TATIANA MOUARBES 
中东北非开放社会基金会文化和艺术项目专员 
（代理），北非

TIFFANY FUKUMA 
Trans Europe Halles总经理，欧洲基层文化中心
网络/Fairooz Tamimi，瑞典隆德市战略发展部
主任

UKHONA NTSALI MLANDU 
Greatmore工作室主任兼makwande.republic 
创始人，南非东开普省戈申村

VERONIKA LIEBL 
FESTIVAL PRIX EXHIBITIONS总经理，奥地利林
兹电子艺术中心

VERONKA KÖVER 
Pearle* - Live Performance Europe通讯官， 
比利时

曾振宇
艺术制作人，文化顾问，中国-欧洲青年交响乐团
和深圳歌唱节创始人 

ZIAD ERRAISS 
全球文化关系（原More Europe-对外文化关系）
项目专员，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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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关系

文化之声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报告、指南、研究、评论
• AECID关于文化多样性主流化的指南（西班牙语），GUÍA DE LA AECID PARA LA 

TRANSVERSALIZACIÓN DE LA DIVERSIDAD CULTURAL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e entrepreneurs revealed in IDB study | 

IADB 
• 创造、了解和分享：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的艺术和文化（CKS），CKS第一

任主任Steven Loft著 
• composing trust (2020)，文化解决方案
• Creativity, culture & capital论文集——全球创意经济中的影响力投资，2021年1月 

（英文）；论文集2：全球创意经济中的影响力投资，2021年9月（英文） 
• Cultural Diplomacy as Critical Practice: Summit Report and Launch event文化外

交是一种多方向、包容性的潜在积极实践，包含各种行动体，以下是北美文化外交倡
议（NACDI）的一份有趣报告。

• Digital game on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 Anna Lindh Foundation 
• 荷兰文化活动报告：关于公平的国际文化合作（环境/气候；语言；国际资助）

○ Equal exchange while working abroad
• EUNIC，Not a toolkit! Fair collaboration in cultural relations: a reflAction, Fair 

Collaboration resources
• Flanders Arts Institute: A fair new world?!
• 歌德学院，Culture Works
• Handbook on Tolerance &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 - Anna Triandafyllidou（2012）
• Handbook: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New Normal，工具包：关于新冠疫情对项目的

影响（2021）

https://www.aecid.es/Centro-Documentacion/Documentos/Publicaciones%20AECID/GUIA_DIVERSIDAD_CULTURAL_2020_v.2.pdf
https://www.aecid.es/Centro-Documentacion/Documentos/Publicaciones%20AECID/GUIA_DIVERSIDAD_CULTURAL_2020_v.2.pdf
https://www.iadb.org/en/news/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creative-entrepreneurs-revealed-idb-study
https://www.iadb.org/en/news/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creative-entrepreneurs-revealed-idb-study
https://www.culturesolutions.eu/publications/composing-trust-2019-2020-research-report/
https://www.creativityculturecapital.org/download-essay-collections/
https://culturaldiplomacyinitiative.com/2021/08/16/cultural-diplomacy-as-critical-practice-summit-report/
https://www.annalindhfoundation.org/digital-game-intercultural-citizenship-education
https://dutchculture.nl/en/events/fair-mobility-reciprocity
https://eunic.eu/fair-collaboration
https://eunic.eu/fair-collaboration
https://www.kunsten.be/en/research/a-fair-new-world/
https://www.goethe.de/resources/files/pdf94/culture-works-brochure-september-2016.pdf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20975
https://www.cultureinexternalrelations.eu/2021/07/08/download-our-handbook-cultural-relations-in-the-new-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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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TM报告
○ Research on inclusive, fair and flexible arts funding 
○ IETM、On the Move和DutchCulture工具包“超越好奇心和欲望：迈向

更公平的国际艺术合作”（2018）
○ Perform Europe Insights: Sustainability through innovation
○ LIVE ARTS IN THE VIRTUALISING WORLD 
○ Live vs digital: the new old debate

• Netflix, Amazon, Apple et Disney devront investir 250 millions à 300 millions 
d’euros par an en France 

• Online course on decolonising evaluation
• On the Move:

○  Co-produced mobility funding guides (Europe, Latin America, Africa, MENA 
region, Asia etc.)

○ GALA Funding Guide for Arts and Culture Project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Mobility Info Points - as a way to tackle administrative mobility challenges
○ Cultural Mobility Yearbook 2022 - with a focus on Digital Mobility
○ In Search of Equal Partners: On Being a SWANA Artist and Cultural Worker in

the EU。在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支持下，由Culture Action Europe组织负责协调，
On the Move也为之做出了贡献。

• Open Letter（来自Lázaro Gabino Rodríguez），致Jérôme Bel等人 
• Panamanian National Strategy for Cultural Diplomacy，数年来首次将文化外交与

2030议程联系起来。 
• Publication on inclusive, fair and flexible arts funding 
• 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外交网会议，Encuentro de la Red Iberoamericana de Diplomacia 

Cultural - SEGIB 
• Report（加拿大艺术创新与复原力的报告，2022）
• Supporting Relevance: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inclusive, fair and flexible arts 

funding | IETM Equal exchange when working abroad – roundtable on fair mobility 
and reciprocity | DutchCulture—出国工作平等交流，国际文化交流公平流动，互惠
互利

• 世界城市论坛可持续性发展报告：The Green World Cities of Tomorrow: Culture 
and Sustainability

https://www.ietm.org/en/news/new-ietm-publication-on-inclusive-fair-and-flexible-arts-funding
https://dutchculture.nl/en/news/new-toolkit-fairer-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s
https://www.ietm.org/en/resources/reports/perform-europe-insights-sustainability-through-innovation
https://www.ietm.org/en/system/files/publications/live_arts_in_the_virtualising_world.pdf
https://www.ietm.org/en/resources/videos/live-vs-digital-the-new-old-debate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1/12/09/netflix-amazon-apple-et-disney-devront-investir-250-a-300-millions-d-euros-par-an-en-france_6105354_3234.html
https://www.lemonde.fr/economie/article/2021/12/09/netflix-amazon-apple-et-disney-devront-investir-250-a-300-millions-d-euros-par-an-en-france_6105354_3234.html
https://www.edx.org/course/decolonising-evaluation?source=aw&awc=6798_1637427885_22abe9c20d267c5b434f2efeeb4e7660&utm_source=aw&utm_medium=affiliate_partner&utm_content=text-link&utm_term=739277_Dena+Afiliados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funding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funding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funding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funding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funding/gala-funding-guide-arts-and-culture-projects-related-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funding/gala-funding-guide-arts-and-culture-projects-related-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
https://on-the-move.org/network/working-groups/mobility-information-points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library/cultural-mobility-yearbook-2022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library/search-equal-partners-being-swana-artist-and-cultural-worker-eu
https://on-the-move.org/resources/library/search-equal-partners-being-swana-artist-and-cultural-worker-eu
https://e-tcetera.be/open-letter-to-jerome-bel/
http://panamacoopera.gob.pa/wp-content/uploads/NATIONAL%20STRATEGY%20OF%20CULTURAL%20DIPLOMACY-ENG.pdf
https://www.ietm.org/en/news/new-ietm-publication-on-inclusive-fair-and-flexible-arts-funding
https://www.segib.org/encuentro-con-la-red-cultural-iberoamericana-en-torno-a-la-cultura-y-el-desarrollo/
https://www.segib.org/encuentro-con-la-red-cultural-iberoamericana-en-torno-a-la-cultura-y-el-desarrollo/
https://www.creativecity.ca/wp-content/uploads/2022/02/CCNC-CRP-Phase-One-Report-Feb-1-2022-EN.pdf
https://www.ietm.org/en/resources/toolkits/supporting-relevance-ideas-and-strategies-for-inclusive-fair-and-flexible-arts
https://www.ietm.org/en/resources/toolkits/supporting-relevance-ideas-and-strategies-for-inclusive-fair-and-flexible-arts
https://www.ietm.org/en/resources/toolkits/supporting-relevance-ideas-and-strategies-for-inclusive-fair-and-flexible-arts
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assets/others/WCCF_Culture_and_climate_change_report_November_2021_Final_%25282%2529.pdf
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assets/others/WCCF_Culture_and_climate_change_report_November_2021_Final_%25282%25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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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
• African Cultural Policy Network - Resources，实现欧盟国际文化关系战略（欧洲议

会2017年7月5日第2016/2240号（INI）决议——来自非洲视角的批评）
• 加拿大艺术委员会2021–26 Strategic Plan（涉及去殖民化、创新、合作等问题）
• Arts Strategic Innovation Fund加拿大委员会
•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 UN Documents: 

汇集了一批全球协议（UN）
• UNESCO资源

○ Article 16 on Preferential Treatment |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 Core concepts | Intercultural Dialogue 
○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UNESCO）
○ EU / UNESCO Peer to Peer Learning 
○ Governance for Culture |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UNESCO）
○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s: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 
○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UNESCO委员会报告，2022年2月）
○ Manual for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ies: story circles
○ Periodic Reports on the 2005 Convention（UNESCO）
○ Re|Shaping Policies for Creativity Report（UNESCO全球报告）
○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for 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UNESCO）
○ UNESCO 世界文化政策和可持续发展会议 – MONDIACULT 2022，墨西哥
○ UNESCO Transparency Portal - Promoting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by increasing the national capacities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5 Convent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Towards an EU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2016） 

响应主题的项目、试点和倡议
• Al Mawrad: support to local infrastructures among others
• Arab Fund for Arts and Culture
• Artists Changing the World sessions with global speakers (the Festivals Academy) 
• Arts Collaboratory 
• Asia-Europe Foundation（Afield fellowship）

https://africanculturalpolicynetwork.org/a-propos/resources/
https://canadacouncil.ca/spotlight/2021/04/2021-26-strategic-plan
https://canadacouncil.ca/funding/strategic-funds/strategic-innovation-fund
http://www.un-documents.net/dpicc.htm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monitoring-and-reporting/thematic-monitoring/article-16-preferential-treatment
https://www.unesco.org/interculturaldialogue/en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13147&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partnerships/expert-facility/euunesco-peer-peer-learning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capacity-building/programmes/governance-culture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9768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sites/creativity/files/sessions/15.igc_6_ifcd_narrative_report_final_en.pdf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sites/creativity/files/sessions/15.igc_6_ifcd_narrative_report_final_en.pdf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sites/creativity/files/sessions/15.igc_6_ifcd_narrative_report_final_en.pdf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0336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governance/periodic-reports
https://www.unesco.org/reports/reshaping-creativity/2022/en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activities/strengthening-system-governance-culture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activities/strengthening-system-governance-culture
https://www.unesco.org/en/mondiacult2022
https://opendata.unesco.org/en/project/XM-DAC-41304-39-697/project-overview
https://opendata.unesco.org/en/project/XM-DAC-41304-39-697/project-overview
https://opendata.unesco.org/en/project/XM-DAC-41304-39-697/project-overview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JOIN%253A2016%253A29%253AFI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JOIN%253A2016%253A29%253AFIN
https://mawred.org/?lang=en
https://www.arabculturefund.org/
https://www.thefestivalacademy.eu/en/activities/online-activities/artists-changing-the-world/
https://artscollaboratory.org/
https://asef.org/


31 页码 
国际文化关系

文化之声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 委员会 - Afield fellowship；http://www.council.art/fellowship/
• 连接南半球：南南艺术伙伴关系；https://www.connectingsouth.org/
• Carte Blanche | Activities | European Dancehouse Network（同行交流）
• Creative Visa -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bu Dhabi 
• Cultural Relations Platform
• Culture Bridges programme（欧盟-乌克兰，由英国文化委员会牵头）
• Culture Fund of Zimbabwe自2006年以来一直作为瑞典（Sida）合作伙伴。与津巴

布韦的艺术、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共同创建了该基金（预算为100万美元）
• 欧洲文化行动，In search of equal partners: On being a SWANA artist and cultural 

worker in the EU
• Culture of Solidarity Fund（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设立的多伙伴资助计划）
• Digital Leap—面向马戏团/舞蹈专业人士的数字技能能力发展
• Emergencies, Emergences, Engagement: Cultural Relations and Climate Action 

（英国文化委员会）
• EMX: Call for Hosts for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 Tour | On the Move

○ Trade mission - EMEE 
○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 tour: open call for applications - host - EMEE 

• EUNIC
○  Finding new models for doing cultural exchange（关于欧洲文化空间项目试点

选取的文章）
• IKS Cultural Consulting - Digital Mobility Fund Application Form - ConcertsSA  
•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Research Alliance (ICRRA) – ifa（由英国文化委员

会和Institut fur Auslandsbeziehungen（Ifa）领导的倡议）
• 国际戏剧节宣布紧急情况（即将推出的倡议，由节庆学院作为合作伙伴）
• i-Portunus
• 日本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在欧洲文化之都开展的长期合作/项目。表演艺术方面的案例

包括：
○ Divadlo Kjógen - Nagomi Kyogen, Japanese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being

played by Czech artists (ECoC Prague 2000)  
○ started from ECoC Galway 2020, with Japanese dancer/choreographer Akiko

Kitamura. They have continued their Echoes of Calling - collaboration even 
under the pandemic. 

http://www.council.art/fellowship/
https://www.connectingsouth.org/
https://www.ednetwork.eu/activities/type/carte-blanche
https://tcaabudhabi.ae/en/e.services/creative.visa.aspx
https://www.cultureinexternalrelations.eu/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ua/en/programmes/arts/culture-bridges
https://www.culturefund.org.zw/
https://cultureactioneurope.org/news/new-publication-in-search-of-equal-partners-on-being-a-swana-artist-and-cultural-worker-in-the-eu/
https://cultureactioneurope.org/news/new-publication-in-search-of-equal-partners-on-being-a-swana-artist-and-cultural-worker-in-the-eu/
https://culturalfoundation.eu/stories/culture-of-solidarity-fund/
https://digital-leap.eu/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cultural_relations_collection_2021_emergencies_emergences_engagement_carla_figueira_and_aimee_fullman_1208.pdf
https://on-the-move.org/news/emx-call-hosts-international-delegation-tour
https://www.europeanmusic.eu/trade-mission/
https://www.europeanmusic.eu/international-delegation-tour/
https://www.eunicglobal.eu/news/finding-new-models-for-doing-cultural-exchange
https://iksafrica.com/dmf4/
https://www.ifa.de/en/research/icrra/
https://www.i-portunus.eu/
http://www.kjogen.cz/
http://www.kjogen.cz/
https://galway2020.ie/en/event/echoes-of-calling/
https://galway2020.ie/en/event/echoes-of-calling/
https://galway2020.ie/en/event/echoes-of-calling/


32 页码 
国际文化关系

文化之声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与会者之观点和建议

○  合作项目：Sibiu International Festival/ The Radu Stanca National Theatre  
（罗马尼亚）和日本剧院（Coproductions, volunteer exchanges 自ECoC Sibiu 
2007以来开始合作）

○ The Alfa Theatre（捷克共和国）和the Puppet Theatre PUK（日本）
自ECoC Plzen 2015开始合作。它领导了NPO DEKU Artforum in 2021的创建

• Julie’s Bicycle 
○ Creative Climate Leadership | Julie’s Bicycle | Climate Training Programme 

• Lift Festival Concept Touring：公开征集作品 
• Making Tracks Music Exchange Programme (UK / Online) | On the Move
• Mekong Cultural Hub
• More Europe
• Mophradat（有不同资助项目）
• Museum of Human Emotions ，参与者来自台湾、香港、日本、意大利和法国（see 

more）
• North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itiative，在外交中消除自然-文化鸿沟的活动
• On the Move: Mobility Info Points (MIP), Mobility funders’ group and (en)forced 

mobility working group
• On the Move: Series Mobilities Africa / The World（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和

Art Moves Africa合作）
• Perform Europe 
• Perform Europe selects Springback Ringside! - Aerowaves Springback Ringside是

Aerowaves新推出的虚拟现实项目。该项目在虚拟现实中呈现欧洲新兴编舞家的新作
品，观众可以在《Aerowaves Springback》杂志专家的协助下，与舞蹈创作者进行
交流和对话。在专家团队的支持下，Aerowaves也开始探索在虚拟现实中拍摄舞蹈的
可能性，希望将虚拟现实作为记录作品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专门为了展示这种技术而
创作作品。该项目正在通过More Europe进行扩展。Open Call for Dance Artists for 
Aerowaves Twenty | On the Move

• Perform Europe: Touring and Distribution Grants | On the Move
• The Prince Claus Awards 
• Programme Archipel—与Institut français合作开发。重点关注超边缘国家和地区 

（重点关注流动性、合作等问题）。
• Reconnect Performance Festival 
• RESHAPE Network

○ Solidarity Tax 

https://www.sibfest.ro/
https://www.sibfest.ro/
https://tokyo-festival.jp/2020/en/program/nightdream/
https://www.facebook.com/sitfvolunteers
http://www.divadloalfa.cz/index.php/en/
https://puk-eng.localinfo.jp/
https://www.dekuart.org/index.html
https://juliesbicycle.com/
https://juliesbicycle.com/our-work/creative-climate-leadership/
https://www.liftfestival.com/events/concept-touring/
https://on-the-move.org/news/making-tracks-music-exchange-programme-uk-online
https://www.mekongculturalhub.org/
http://moreeurope.org/
https://mophradat.org/en/what-we-are-do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D6IHwvZKc
https://www.dancingmuseums.com/artefacts/museum-of-human-e-motions-2-0/
https://www.dancingmuseums.com/artefacts/museum-of-human-e-motions-2-0/
https://culturaldiplomacyinitiative.com/
https://on-the-move.org/network/working-groups
https://on-the-move.org/network/working-groups
https://on-the-move.org/work/events/mobilities-africa-world
https://performeurope.eu/
https://aerowaves.org/news/springback-ringside-is-a-perform-europes-selected-proposal/
https://on-the-move.org/news/aerowaves-open-call-dance-artists-aerowaves-twenty
https://on-the-move.org/news/aerowaves-open-call-dance-artists-aerowaves-twenty
https://on-the-move.org/news/perform-europe-touring-and-distribution-grants
https://princeclausfund.org/awards
https://programme-archipel.eu/
https://www.reconnectfestival.com/
https://reshape.network/
https://reshape.network/prototype/the-solidarity-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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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 Culture（由欧盟资助，面向文化领袖的项目开发培训）
• SocietyinMotion（荷兰组织，专门在节庆和文化领域为新移民服务）
• Taliban, Western officials meet in Oslo to discuss Afghanistan 
• The Wellbeing Summit 2022—加拿大委员会正在支持一支由原住民领导的代表团参

加此次峰会，讨论去殖民化和代际创伤背景下的艺术治疗过程和福祉 
• Transcultura programme—加勒比地区和欧洲之间的创意结对计划
• House of Europe (Ukraine)
• 作为良好实践，该项目构想的资格标准不局限于国籍，如居住地、所在地、来源或关

联地等
○  VV Foundation: Pair Residency for Art, Culture and Humanities Professionals 

from Nordic-Baltic States (Latvia) | On the Move
○ Tashweesh Festival: Open Call for Feminist Artists and Activists for an Online

Retreat | On the Move
○ The Nature of Us: Open Call for Movement or Body-based Performance Projects

(Czech Republic, Poland, Slovakia, Hungary) | On the Move
○ Stanley Greene Legacy Prize and Fellowship for Early Career Visual Storytellers |

On the Move 

https://shift-culture.eu/
https://www.so-mo.org/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24/taliban-western-officials-meet-near-oslo-to-discuss-afghanistan
https://thewellbeingsummit2022.org/the-wellbeing-summit/page/home
https://en.unesco.org/fieldoffice/havana/transcultura#:~:text=This%20Programme%20seeks%20to%20deepen,provided%20by%20the%20European%20Union.
https://eunicglobal.eu/projects/ukraine-house-of-europe
https://on-the-move.org/news/vv-foundation-pair-residency-art-culture-and-humanities-professionals-nordic-baltic-states
https://on-the-move.org/news/vv-foundation-pair-residency-art-culture-and-humanities-professionals-nordic-baltic-states
https://on-the-move.org/news/vv-foundation-pair-residency-art-culture-and-humanities-professionals-nordic-baltic-states
https://on-the-move.org/news/tashweesh-festival-open-call-feminist-artists-and-activists-online-retreat
https://on-the-move.org/news/tashweesh-festival-open-call-feminist-artists-and-activists-online-retreat
https://on-the-move.org/news/nature-us-open-call-movement-or-body-based-performance-projects-czech-republic-poland-slovakia
https://on-the-move.org/news/nature-us-open-call-movement-or-body-based-performance-projects-czech-republic-poland-slovakia
https://on-the-move.org/news/stanley-greene-legacy-prize-and-fellowship-early-career-visual-storytellers
https://on-the-move.org/news/stanley-greene-legacy-prize-and-fellowship-early-career-visual-storytellers


欧盟委员会项目 
文化之声项目 
由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歌德学院实施。 

国际文化关系

2022年3月

本文件展示了2022年2月2日至9日文化之声 
国际文化关系献策会议的讨论内容，由报告人
Nicole	McNeilly	和	Gabrielle	Bernoville编撰

报告人

主题专家

文化之声团队

Nicole McNeilly
Gabrielle Bernoville

Sana Ouchtati

Else Christensen-Redzepovic
Ernest Thiesm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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