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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5日电 （记者马小宁、裴广江、赵
成） 国家主席习近平 1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的主旨演讲，指出璀璨的亚
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
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
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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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共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习近平强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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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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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上午 10 时 30 分许，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

场。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
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
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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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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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
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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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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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
铸就的光辉成就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
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着

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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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希
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
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
时光。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希望各国合
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孩
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
的亚洲，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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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人类只有肤色语
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
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
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
流对话、和谐共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
法阻挡的。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
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交流互鉴是文明
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
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
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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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全文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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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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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本报北京5月 15日电 （记者孟祥麟、刘歌、陈尚
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15日晚在北京国家体
育场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
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王沪宁出席。
孟夏的北京，惠风和畅，万物并秀。夜幕下，国家

体育场“鸟巢”灯光绚烂，青春涌动。
19时59分，在雄壮的《命运共同体》乐曲声中，习近平

和彭丽媛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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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帕希尼扬等外方领导人及配偶共同走上主席台。

宛若银河的灯光点阵在空中呈现倒计时数字，现场
观众齐声呼喊：10、9、8、7、6、5、4、3、2、1！一场
以“青春嘉年华，共圆亚洲梦”为主题的文化盛宴拉开
大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嘉宾和艺术家们。习近平指
出，亚洲各国都有古老灿烂的文化，既独树一帜、各领
风骚，又和谐共生、交相辉映。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赋予
了亚洲文化更为丰富的色彩、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今
晚，艺术将跨越民族、穿透心灵、沟通思想，向世界展
现一个光彩动人的亚洲、活力澎湃的亚洲、和平进步的
亚洲。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就推崇“亲仁善邻，国之
宝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亚洲
各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
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习近平宣布：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始！
恢弘的音乐响彻夜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巨型徽标

出现在大屏幕上，象征着亚洲文明交流对话的六瓣牡丹
绽放开来。

演出在交响互动大合唱 《我们的亚细亚》 中震撼开
场。来自多国的青年歌手和联合乐团共同演唱这首嘉年
华活动主题曲。舞台上，亚洲各国青年高举本国国旗，
在少年儿童簇拥下登场，汇聚成旗帜的海洋。舞台下，
各国代表乘花车巡游而过。舞蹈《火之激情》融汇了9个
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歌曲 《风与花的边界》 以高
亢悦耳的歌声唱出欢聚的友情。中、日、韩鼓手共同演
奏打击乐《鼓舞飞扬，百舸竞渡》，铿锵的鼓点奏出亚洲
奋进的昂扬。手姿舞蹈 《丝路绽放》 描绘出丝绸之路穿
越古今，世界各国共建共享幸福未来的美好愿景。京剧
表演 《盛世梨园》 将中国国粹之美呈现得淋漓尽致。意
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中国音乐家的伴
奏下演唱歌剧 《图兰朵》 选段 《今夜无人入睡》。歌舞

《亚洲风情》 奉上各国风格各异的歌舞。武术 《墨之韵》
抒发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
怀。舞蹈 《吉祥吉祥》 以孔雀开屏和彩蝶飞舞传递美丽
的祝福。舞蹈 《青春亚洲》 舞动时尚，唱响未来。在

《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中，各国艺术家欢歌曼舞。歌舞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由中外歌唱家和舞蹈家共同呈
现，留住友谊，不忘朋友。合唱 《光耀亚洲》 唱出亚洲
人民命运与共，共享幸福梦的共同心声，将演出推向高
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乐曲声中，演出落下帷幕。

今夜的“鸟巢”激情澎湃，今夜的北京惊艳世界！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毅、何立峰等

出席，黄坤明主持活动。
亚洲文化嘉年华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重要活动之

一，约3万名观众现场欣赏了这一文化盛宴。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携手共创亚洲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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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的演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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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演讲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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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小希、丁小溪、王
卓伦、乌梦达）

共 绘 人 类 文 明 美 丽 画 卷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侧记

5月1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
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