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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一堂，共襄盛举！
5月15日，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

洲的各方嘉宾，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共
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
大计，致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致力夯实共
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
文基础。这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历
史节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深情回望亚洲文明的发
展历程，高度评价亚洲人民创造的辉煌文明
成果，准确把握亚洲人民对一个和平安宁、
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的美好期待，明
确提出了加强交流互鉴的4点主张，向世人
宣示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气质，引起与会嘉
宾广泛共鸣，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洲人
民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成果，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
鉴。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岁月洗礼，把
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
文明。各种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谱
写了亚洲文明发展史诗。丝绸之路、茶叶
之路、香料之路等古老商路，助推丝绸、茶
叶、陶瓷、香料、绘画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
记录着亚洲先人们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
文明对话。现在，“一带一路”、“两廊一
圈”、“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明交流互
鉴的途径，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勃开展，亚洲文明
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发展壮大。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

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
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不
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彼此交相辉映、相得
益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
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
泉。“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
而更加绚烂多姿。”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
的，从宗教到哲学、从道德到法律、从文学
到绘画、从戏剧到音乐、从城市到乡村，亚
洲形成了覆盖广泛的世俗礼仪、写下了传
承千年的不朽巨著、留下了精湛深邃的艺
术瑰宝、形成了种类多样的制度成果，为世
界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亚洲文明发展
史深刻表明：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
们才能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各国人民才能享受更
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把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大势，顺应亚洲人
民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让文明交流互鉴成
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让各
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我
们就能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
好未来。

（人民日报 5 月 16 日评论员文章 新
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璀璨的亚洲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精彩篇章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综合新华社记
者报道：亚洲文明对话大会15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
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海外专家
学者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
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的重要性，将推动深
化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启迪
世界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面向未来 推动亚洲共同繁荣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面向未来，我
们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在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
席班邦·苏尔约诺看来，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道
出了亚洲人民的心声。他说，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对探索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威
胁具有积极作用，将强化和平与发展的力量。

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演讲的印度尼
赫鲁大学教授、汉学家巴利·拉姆·迪帕克表
示特别认同习近平主席的有关阐述。他说，
共同繁荣是亚洲人民的普遍期待，也是每个
人的责任。亚洲各国必须团结一致，秉持开
放精神，推进互联互通，消除贫穷和落后，促
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斯里兰卡斯中社会文化合作协会主席英
德拉南德·阿贝塞克拉说，习近平主席的演讲
引人思考，亚洲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努
力，实现亚洲地区的繁荣发展。

交流互鉴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说，我们要加强世
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
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人文基础。为此，他提出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4点主张。

韩国音乐协会理事长李哲求在聆听习近平

主席演讲后表示，中国尊重不同文明的特性，认
可每一种文明取得的成就。如果每一个国家
都能以尊重、认可、包容其他文明的态度，走共
同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也必将通向世界和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
刚认为，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
紧张，尤其是在“文明冲突论”有所抬头的背
景下，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包容、交流互
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和对话部门负责
人穆萨·雷说，不同文明没有等级差别，不同
文明相互尊重是开启对话之门的钥匙。人们
应摒弃偏见和敌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
文明交流。

举措具体 推动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中国愿同各
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
文明提供必要支撑；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

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
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
台；愿同各国加强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
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
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愿
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
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哈
桑·拉杰卜看来，习近平主席的提议十分具
体，具有可操作性，再次证明中国促进亚洲经济
发展和文化交流、增进亚洲人民友谊的诚意。

老挝老中友谊协会秘书长西昆·本伟莱
翻译、编撰了不少老中友好交往方面的书
籍。他认为，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
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是很好的举措。将中
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老文，有助于老挝民众
了解中国、欣赏中国文化，有助于两国携手合
作，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澳大利亚大学前副校长肯特·安德森
教授认为，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是理解不
同文化、接触不同文化的好方法。“当人们越
接近一种文化，就越能够开放和包容，越容易
相互了解。”

（参与记者：梁辉、胡晓明、朱瑞卿、唐璐、
田明、耿学鹏、蔡蜀亚、崔可欣、梁霓霓、吴丹
妮、姜俏梅、章建华、白旭）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共创世界美好未来
——海外专家学者热议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夏日北京，花团锦簇，姹
紫嫣红。一场如约而至的人
文盛事，为亚洲文明大花园
再添芬芳，为人类文明发展
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在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
幕。中国的诚挚邀请，饱含
对促进亚洲文明发展、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邃
思考和责任担当。

开幕式前，习近平主席
同外方领导人一一握手、互
致问候。随后，中外领导人
共同参观了文物展，并同出
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
影留念。

上午10时 30分许，习
近平主席和外方领导人共同
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
中，习近平主席走上主席台，
发表主旨演讲。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
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
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
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开宗明
义。

主席台背景板上，“盛
开”着一朵灵动的“牡丹”。
这是精心设计的大会标志，
寓意亚洲不同文明间交流对
话，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

从光辉悠久的历史中走
来，向繁荣灿烂的未来迈
进。这场以“亚洲文明交流
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的大会，承载美好期待，标注崭新起点。

交流互鉴，增强亚洲文明自信——
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开幕前夕，“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来自不同国家的400多件珍
贵文物穿越时空，讲述文明多元共生的千古岁月。

“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
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
亚洲文明新辉煌。”习近平主席的话语，澎湃着激动人
心的力量。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种自信感是油
然而生的。自信不是自傲，不同的文明要通过交流互
鉴，达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目的。”现场聆听了习近
平主席的讲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戚振宏说。

开放坦诚，推进亚洲协作互信——
历经风雨飘摇、兴衰沉浮，今日亚洲，和平稳定是

大势所趋，繁荣进步是民心所向。跨越万水千山，中国
与亚洲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构
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亚洲人民
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
通的亚洲”，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3个“期待”，直抵人
心。

“亚洲各国无论大小，都要互相尊重信任，和睦相
处，为了共同的梦想努力。”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主任
约菲·圣阿瑞塔感慨道。

同心同德，共绘亚洲壮美画卷——
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元化，文明

对话增进了解和友谊，促进相知和包容，让各国谋求发
展的合作更加顺畅。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为夯实共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
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
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真挚承诺让世人看到，中
国不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倡议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
践者。

国家会议中心外，景观作品“丝路金桥”飞架于五
彩缤纷的花坛之上。从“一带一路”到文明对话，中国
倡议凝聚各方力量，中国行动收获累累硕果。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这是一个文明古国
的气度胸襟，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魄担当。

认真倾听习近平主席精彩的主旨演讲，全场以一
次次热烈的掌声，抒发共鸣，表达敬意。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新
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
理帕希尼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也在开
幕式上致辞，称赞中国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注入正能量。

会场里，智慧在激荡，共识在汇聚。
“我坚信，大会取得的成果将积极推动亚洲各国友

好交往，加深地区国家相互了解，提升和平、友谊与合
作。”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说。

“我们的共同之处，远大于我们的分歧。”希腊总统
帕夫洛普洛斯说，鼓吹“文明冲突论”是巨大错误，真正
的文明不会发生冲突，而是对话。文明对话大会不仅
是亚洲的，也是面向西方、面向世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表示，我们应该
坚决抵制固步自封的倾向，更加坚定地深化文明对话，
反对极端主义。

亚洲影响世界，世界关注亚洲。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新闻中心，中外记者紧张忙碌着，第一时间报道会
议盛况，让和合之声回响在人类文明的天空。

在北京学习生活了7年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泰国
留学生蓬戈蒙·钦帕萨萨关注了大会开幕式。“如今，我
对‘泰中一家亲’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愿成为文明交
流互鉴的使者，更好建设我们的共同家园。”

一致的立场，共同的心声。
从北京放眼亚洲、举目全球，从现在回眸历史、眺望

未来，文明发展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携手共赢的潮流势不可挡，美美与共的图景更加可期。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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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促交流，携手共命运。作为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5日下午，六
场平行分论坛在北京举行。

数千名中外嘉宾围绕亚洲国家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文化旅游与
人民交往、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
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等议题，共商发展之道，共话
合作大计。

凝聚“亚洲文明”新共识

“当前国际关系正处于深刻变革期，保持
和发展亚洲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能够
为彼此之间的和解与进步作出宝贵贡献，具
有重大价值。”在“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分论坛上，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
德·阿利莫夫的话引发广泛共鸣。

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
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分论坛首次发布《中国
关键词：治国理政篇》多语种图书，受到与会
代表高度评价。

“亚洲各国应以造福亚洲人民为共同价
值追求，凝聚发展智慧，共享发展思路，形成

发展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亚洲
方案。”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说。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伴随《北
京欢迎你》和《友谊地久天长》的优美歌声，

“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分论坛拉开序幕。
“一方面应回顾亚洲文明交流的丰富历

史，另一方面要阐明扎根于亚洲文明的相关理
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认为，中国
文化传统中的“和而不同”“与人为善”等理念，
对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互鉴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各国间要增进平等对话、交流合作，用欣
赏和包容的态度对待亚洲文明，让文明之水
流得更远。这是与会专家的共识，也是本次
大会带来的愿景和期待。

共商“交流互鉴”新途径

“要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的双翼作用，以
文化和旅游的合力推动亚洲文明对话迈上新
台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在“文化旅
游与人民交往”分论坛上说，要从深化文旅融
合、发掘文旅资源等方面深耕厚植、加强协
作，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

过于感知不同文明。2018年，中国国内居民出
境超过1.6亿人次，入境游客超过1.4亿人次，
成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与会中外代表们一致期待，通过深化文化
和旅游领域的合作，促进各国人民交往，以文化
和旅游的合力推动亚洲文明对话迈上新台阶。

青年是文化创新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力
量。“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分论
坛现场，来自亚洲各国的优秀青年代表济济
一堂，朝气蓬勃。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说，
青年传承和发扬亚洲文明的责任担当古已有
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亚洲青年要求同存
异，做亚洲和平文化的践行者；要开放合作，
做亚洲共同发展的推动者；要互学互鉴，做亚
洲文明振兴的贡献者。

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呼吁亚洲青年
一起积极倡导多元、平等、包容、开放的文明
观，讲好亚洲故事，书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亚洲
文明篇章。

共绘“美美与共”新画卷

“要以全球视野深入挖掘亚洲文明的价
值内涵，以现代科技推动亚洲文明的创新发

展，以携手并肩讲好亚洲文明的时代故事，为
亚洲文明的发展进步不断注入正能量，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宣
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辰席在

“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分论坛上说。
来自亚洲及欧洲、美洲地区的政府官员、

知名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了亚洲文明在全球
化时代的新使命、新作为。柬埔寨新闻大臣
乔卡纳里表示，今天的会议将成为相互理解
的基础，从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

论坛签署了《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
阿根廷联邦公共传媒管理总局影视节目互播
授权合作协议》等多份合作协议，并发布了即
将推出的20部优秀中外电视合作合拍作品。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
代精华。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在“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
示，当今世界，只有通过交流互鉴，一种文明
才能充满生命力。而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中国文明、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
展贡献的东方智慧。

亚洲合作对话秘书长班迪·林沙军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世界经济发展，
也有助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因此，有必
要将各个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倡
议进行对接，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动。

（参与记者周玮、王鹏、温馨、余俊杰、黄
玥、常天童）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为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智慧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六场分论坛扫描

新华社记者 姜琳 赵琬微 朱超

（上接1版）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
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
鉴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们应
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
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
魅力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
支撑；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
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
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
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愿同各国
加强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
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愿同各国实施
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
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
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
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
体系，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
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
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
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
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
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
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
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
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希望大家共
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
普洛斯、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兰卡总统

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也在开幕式上致
辞。他们表示，世界是多元的，不同国家、民
族和文明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不
同文明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取
代其他文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对其他
文明居高临下。要相互尊重，尊重文明的差
异性、独立性和多样性。要加强文明之间沟
通对话和交流互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
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繁荣进步。所谓“文
明冲突论”十分错误，将破坏甚至切断文明
沟通的桥梁。正是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唯我
独尊和极端主义导致了世界上许多矛盾和
冲突。感谢习近平主席倡议举行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这为亚洲国家及不同文明对话交
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当前形势下恰逢其
时，意义重大深远。亚洲国家同呼吸，共命
运，要加强对话交融，增进相互了解，共享繁
荣亚洲。要秉持亚洲文明开放包容的价值

观，加强同域外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建
和谐世界。

外方领导人表示，古老的中华文明为世
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
想，是当代中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
的又一重大贡献。各国要把握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机遇，构筑民心相通，促进和平、友
谊、合作，共圆美好梦想。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毅、何
立峰等出席。

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在迎宾厅同外方领导

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中外领导人共
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来自中国、斯里兰卡、
新加坡、希腊、柬埔寨、亚美尼亚的精品文物，
并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明
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举办开幕式、平行
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四大板
块共110余场文明交流活动。约1200名中
外嘉宾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