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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生长，共襄盛举。15日上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
演讲，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
各方嘉宾现场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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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站在亚洲文
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
刻阐释中国的文明观，为应对全球挑
战、促进和平发展提出中国主张、贡献
文明方案，赢得各方广泛赞誉。

挖掘文明力量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

习近平主席一直以来不断思考的时代
之问。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
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
量。”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开宗明义，深
刻阐明文明对现实世界的推动作用。

首创性，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一个显著特征。

大会由习近平主席亲自倡导举办，
不仅覆盖亚洲所有国家，还向世界各大
洲开放，域内外代表2000余人就治国
理政、维护文明多样性、文明传承与发
扬的青年责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亚
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等一系列
文化活动，吸引各国民众广泛参与。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对世界各
国数千年来密切联系的深深致敬。”听
了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阿祖莱用“历史性”一词描
述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呼吁以对话
交流的视角看待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抵制固步自封的倾向。

“纵观当今世界，我们看到各种各
样的矛盾和冲突，召开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恰逢其时。”新加坡总统哈莉玛认
为，以大会为平台，各方可以共同探讨
如何创造和而不同的社会，通过文明
互鉴推动和谐、和平与繁荣。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饱含深情地
回顾亚洲文明的悠久历史，列举亚洲
文明的辉煌成果，展现亚洲文明在交
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的历程，阐明亚洲
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贡献，
进而首次提出“文明自信”的概念。

“亚洲文明起源相似、发展历程相
近，拥有共同的发展未来。我们的团
结、和谐相处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能
否理解、了解彼此文明。”斯里兰卡总
统西里塞纳说。

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
“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期

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期待一个开
放融通的亚洲”，习近平主席用三个

“期待”概括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引发与会嘉宾强烈共鸣。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说，当今世
界一些冲突问题令人担忧，严重影响

文化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人类命运，因
此最紧迫的是加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
对人类的责任感，为互学互鉴创造条
件，共同推进发展进程。

宣示文明主张
“相异的文化有可能构成一个共同

体系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在《世
界秩序》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习近平主
席的话深刻揭示了文明与发展之间的
内在逻辑，从文明视角、精神层面挖掘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迈向命运共同体
的前进动力。

四点主张，为文明交流互鉴指明
路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西方正在向东看，对话交流、相互
借鉴、取长补短，才是世界持久和平和
人类和谐共处之道。”受邀与会的欧洲
文明古国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

一系列务实举措，呼应不同文明
国家人民的期盼——

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
动；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
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同各国加强青少
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
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同
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

从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到埃及卢
克索神庙，从新加坡圣淘沙，到泰国曼
谷玉佛寺、希腊雅典卫城……习近平
主席出访中，探访当地文明古迹，以文
化促交流，以交流促理解。

15日上午，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和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在演讲中不约
而同提到中国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中
的“榜样”作用。

肩负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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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习近平主席这样阐述中国
同亚洲、同世界的关系。

这是来自古老中华文明的世界启
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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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多年悠久的中华文明，蕴藏
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
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
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的丰厚滋养，也向世界提供“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密码。

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
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
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
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
放，习近平主席纵论古今，阐述中华文
明历久弥新的奥秘——兼收并蓄。

这是心系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国担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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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方案、应者云集，背后是中国
理念的强大感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
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
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帕
夫洛普洛斯总统说，希腊高度赞赏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世界文明观、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高度评价中国支持多边主
义，在国际上重信守诺，这体现了古
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中国作为一
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广阔的
世界视野，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大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建堂
说，“君子和而不同”，这种丰富的包容
性，对推动当今的全球良治、减少冲
突、迈向和平具有深远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注入文明力量
——解读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
者余俊杰 吉宁）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分
论坛15日在京举行。与会各方提出，
要引导亚洲青年深入理解亚洲文明交
流互鉴、和谐共生的历史与现实，凝聚
亚洲青春力量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
体，共创亚洲美好未来。

据悉，青年分论坛由共青团中央、全
国青联主办，系亚洲文明对话大会6个
平行分论坛之一。来自13个亚洲国家
的青年机构和青年组织、联合国志愿人
员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亚洲各国文化、经
济、学术、媒体、公益等领域的中外优秀
青年代表近300人参加了此次分论坛。

与会嘉宾围绕“文明互鉴、构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与青年使命”“亚洲文明
传承创新与青年参与”等议题进行了
主旨演讲和专题研讨。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
军科在致辞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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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青年团外事
局主席江格兹汗·根格尔认为，青年在
当今世界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他们
的开拓创新精神和传统价值相结合，
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建议青年
人之间要加强交往，为亚洲文明做出
更多贡献。

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认为，文
明对话的前提是“知己知彼”，不仅要认
识自己的文明，还要欣赏别人的文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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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除参加分论坛外，各国青
年代表还将在北京参加主办方举办的
亚洲青年文化汇、亚洲青年戏曲文化
交流演出、澜湄青年故事会等交流体
验活动，参访青年组织和青年活动场
所、创新创意企业、文化设施等。

青年分论坛
聚焦传承与发扬亚洲文明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朱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15日下午出席亚洲国家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论坛并发表主
旨演讲，强调要着眼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加强亚洲
各国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各国共同

发展贡献智慧，为亚洲文明进步提供
思想助力。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在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描绘了建设和平安宁、共同繁
荣、开放融通亚洲的美好愿景，提出
了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主

张，为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亚洲
各国推进治国理政、实现繁荣发展
提供了重要启迪。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特
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

始终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坚定不移走
自己的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发展
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改革
为动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坚
持以开放促发展、在拥抱世界融入世
界中造福世界，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
领导、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大大深化了对治国理政规律的
认识。

此次分论坛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6个平行分论坛之一，来自50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近300位嘉宾参加。会
前，黄坤明会见了参加各分论坛的外
方重要嘉宾。

黄坤明在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论坛上强调

加强经验交流互鉴 促进亚洲共同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
者周玮 赵琬微）来自亚洲及欧洲、
美洲地区的政府官员、知名专家学
者、资深媒体人和艺术家等15日集
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明全
球影响力”分论坛，围绕“亚洲价值、
全球共享”主题，交流分享亚洲文明
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共同探讨
亚洲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使命新
作为。

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局长聂辰席在主旨演讲中说，面向
未来，亚洲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充分展示、大力
弘扬亚洲文明的时代价值，包括广
播电视在内的传媒业界肩负着重要
责任，可以发挥更大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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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新闻部长马丁·安达纳尔
表示，通过回溯古老的历史旅程，并
将它们用来连接我们的文化和信仰，
我们一定会最终到达共同的起点，在
那里，最古老的和最新的亚洲文明，
终将因为人类共同性而汇集一堂。

“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分论坛
聚焦“亚洲价值、全球共享”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记者王鹏）15日下午，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分
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与会专家提出，各国间要增进平等
对话，交流互鉴，开放包容，让亚洲
文明之水流得更远。

“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分论坛
由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
举办，以“多彩亚洲 共创未来”为主
题。论坛现场设置了“青年眼中的亚

洲多元文明”摄影作品展，选取亚洲
青年拍摄的47幅亚洲各国照片，直
观体现亚洲文明的多样性。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推动世
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我们从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的
视角“多看”“多思”，回眸过去，放眼
今朝，展望明天。我们要增强自信意
识、忧患意识、和合意识，用比天空更
宽阔的胸怀，同舟共济、携手努力，秉
持平等、谦虚、包容的态度，让多姿多

彩的亚洲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
“国际合作成功的关键是以开

放的态度和倾听的心进行对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李
炳铉说，今天的论坛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民提供了一个探讨文化和
文明多样性、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
的机会，希望国际社会继续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通过教
育、科学、文化和沟通，在人们心中
深植和平的理念。

“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分论坛
聚焦亚洲文明间交流互鉴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
者黄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化旅
游与人民交往”分论坛15日在北京
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推动人民交往、文明互鉴深入交换
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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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雒树刚说，要从深化文旅融合、发掘文
旅资源、加强文旅交流、深化文旅合
作、推动文旅创新等方面深耕厚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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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前副总理比尼·乍鲁颂巴
表示，泰中两国在文化和旅游合作
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泰中将通过

文旅合作推进民心相通，进一步加
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区域
高质量发展，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

柬埔寨旅游大臣童昆阐释了文化
遗产走入当代生活的重要性，强调要
不断创新文旅业产品，使中柬文化旅
游年等活动在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中
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嘉宾一致认为多彩、平等、包容的
文明交流互鉴是未来发展的主基调，
希望各方深化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合
作，促进人民交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筑牢根基。

分论坛还发布了《亚洲旅游合
作交流报告》，展望了亚洲旅游合
作交流的广阔前景，提出了切合实
际的建议。

“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分论坛
探讨文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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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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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姜琳 赵琬微
朱超)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
者温馨 张骁）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
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分论坛1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行。与会各方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当下，必须坚持不同文明之
间的交流互鉴，以文明交流谋和平，
以文明对话促发展。

“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分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

战略智库承办，旨在挖掘智库在亚
洲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国际
组织代表、政府官员、智库机构负
责人、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200余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
示，历史证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
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当今世界
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
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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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世界文明交流带
来了重大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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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论坛
聚焦合作共赢的文明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