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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现场，有两次掌
声交相辉映。

一次是习近平主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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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
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
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
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
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这段话
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次是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当
前，国际上有些人鼓噪所谓‘文明冲突
论’，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真正的文
明之间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不同文
明之间存在差异，应相互尊重，通过对话
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才是世界
持久和平和人类和谐共处之道。”这段话同
样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文明对话之际，身处亚洲的中国领导

人，同来自西方的希腊领导人，表达了文明
是平等的、文明不应冲突这样重要的观点，
对于今日的世界来说，意义非凡。

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历经数千年风
风雨雨，跨越山山水水，得出的共同结论，其
分量之重，值得世界认真思考。阳光越多，黑
暗便越少；正义越多，邪恶便越少。在世界不
同文明间，在亚洲国家间，局部地区存在着
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自我意识，存在着冲突对
抗，这是不应该的，这不是文明之间关系的
常态，值得世界警惕。

对话才是文明间应有的姿态。在中国搭
建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个“舞台”上，各国

嘉宾畅所欲言。既有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
纳对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愤怒
声讨，也有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对五彩纷
呈的亚洲各国文化的赞美，在这个“舞
台”上，文明高于一切，文化求同存异。

对话是什么？是克服危机、重构认同的
重要方式，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
际，全世界都需要的解决方案。正是在开幕
式和六个平行分论坛中，有来自47个亚洲国
家的代表，代表着世界 2/3人口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对话。参加对话的，还有域外其他国
家的政府官员和各界代表。一个真正可以对
话的亚洲，将是一个美好的亚洲。一个真正

可以对话的世界，将不负人类社会的希望。
文明从何而来？习近平主席说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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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人们看到的亚洲，礼仪传世、篇章不朽、艺术

永恒、制度多样、文明闪耀，这一切绝非偶然。

以中国为例，我们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
的百家争鸣，也经历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等先后传入中国；我们既以造纸术、火药、印刷
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变革，也曾虚
心学习西方诸多领域的技术和知识，才使得东
方古国走向希望和繁荣。

文明向何处去？不分高下，不单调，

更有趣。世界由不同文化、种族、肤色、
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理应如音
符般自由跳动，如画笔般浓淡相宜。对有
些国家、有些人而言，做到这些需要跳出
舒适区，摆脱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文
明碰撞论”、“文明对抗论”，方显可贵。一
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意味着彼
此之间包容、理解以及真正的平等。

这便是今日之中国以文明之中国屹立
于亚洲、于世界的底气，也将是未来之中国
所推崇的交往方式。能与亚洲乃至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是中国的光荣，也是中国的梦想。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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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这个草木生长的美好季节，来自亚洲 47个国家和
五大洲的各方嘉宾，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聚一堂，共
襄盛举。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对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召开，表示诚挚的
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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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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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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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大物博、山河秀美，在世界三分之一
的陆地上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47 个国家、1000
多个民族星罗棋布。从公元前数千年起，生活在底格里
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等流域的
人们，开始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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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富饶的平原，碧波荡漾的水乡，辽阔
壮美的草原，浩瀚无垠的沙漠，奔腾不息的江海，巍峨挺拔
的山脉，承载和滋润了多彩的亚洲文明。

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
果。《诗经》、《论语》、《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

《源氏物语》等名篇经典，楔形文字、地图、玻璃、阿拉伯数字、
造纸术、印刷术等发明创造，长城、麦加大清真寺、泰姬陵、吴
哥窟等恢宏建筑……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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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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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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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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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历史、展望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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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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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平
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肩负起来的责任。没有和平，冲突不
断甚至战火纷飞，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人
民往来等都会沦为空谈。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恐惧，
实现安居乐业、普遍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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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繁荣富强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基
石。亚洲一些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正忍受着贫困、饥
饿、疾病的折磨，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亚洲各国人民
希望远离贫困、富足安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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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幸福和欢乐走进每一个家庭。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洲。亚洲近几十
年快速发展，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敞开大门，主动融
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
的孤岛，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
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封闭、融会通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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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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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愿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每一种文明都扎
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
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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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
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
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
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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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吸引我的就是韵味不
同的文明，如中亚的古城撒马尔罕、埃及的卢克索神
庙、新加坡的圣淘沙、泰国的曼谷玉佛寺、希腊的雅典
卫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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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
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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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
的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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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
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现在，大量外国优秀文
化产品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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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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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一切生命有机体
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
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
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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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
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这
些年来，中国同各国一道，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
等领域搭建了众多合作平台，开辟了广泛合作渠道。中

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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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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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永续发展，
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
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
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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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
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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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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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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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造纸术、火药、
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
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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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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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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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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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议题广泛、内容丰富，希望

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共同创造亚
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最后，预祝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9年5月15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5 月 15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
幕。在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炒作所谓“文明冲突
论”的当下，“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
体”的主题犹如一阵清风，令世界耳目一新。

增强文明自信

法新社报道称，习近平主席提到，各种文
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
眼睛。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侧重于促进整个亚洲
地区的跨文化合作，并期待其他亚洲国家“增
强文明自信”。

“习主席的演讲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增强
文明自信的强调。亚洲拥有丰富多彩的文明，
无论从历史成就还是当代实践来看，亚洲都应
该有文明自信。此外，还要在增强文明自信的
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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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事
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逸山对本报记者说。

亚洲文明为世界所做的贡献已经开始得到
越来越多的认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
授查尔斯·阿姆斯特朗指出，从中东到印度再到
中国，亚洲有世界上最古老且延续的多种文
明，它们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难以超越。而
且，这样深厚的传承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历史借鉴。

推动和谐共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在标题中点
明，“习近平表示，没有文明是优越的”。报道
称，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赞扬了几个世纪以来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所
有文明都需要相互学习。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鼓吹所谓‘文
明冲突是未来冲突主导模式’的‘文明冲突
论’，就是个巨大错误，因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
会产生冲突，真正的文明之间有时仅仅是缺少

彼此沟通或沟通渠道被截断了而已。我们需要
重建这些渠道，我们必须重新恢复这种沟通，
这就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

“亚洲不同文明之间的水乳交融是对世界最
大的启示。正如习主席谈到的，亚洲不同文明
之间从历史到现代一直都在交流互鉴，在发展
各自精彩文明的同时，也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
有我的特点。在孤立主义逐渐抬头的当下，这
样的精诚合作尤其值得世界思考。”胡逸山说。

在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看来，“各种
文化与文明的开放与交融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
步。推动亚洲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时代的需
要，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

提供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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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的话引发广泛共鸣。

老挝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西提赛
说，亚洲国家文明多样，各文明间有许多方面
可以交流互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彼此间了
解提供了契机。

徐静波表示，亚洲是世界古老文明的主要
发源地，亚洲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
性。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为共同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增添动力。

古巴拉美通讯社的文章指出，中国致力于
促进亚洲地区更大程度的融合，倡导建立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其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的一部分。

“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
洲符合民心。”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
吴昊表示，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让亚洲和世
界再次看到中国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
途径，为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理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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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对话是文明间应有的姿态
■ 刘少华

文明与艺术的视听盛宴
——亚洲文化嘉年华侧记

本报记者 申孟哲 邹雅婷

5 月 15 日下午 4 时，北京“鸟巢”，国家体育场
内，已经坐满了1万多名等候的观众。这么多观众早
早到来，是为了等候一场盛会：亚洲文化嘉年华。

晚 8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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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嘉年华，能够承载多少丰富性？
从开场曲 《我们的亚细亚》 开始，每当一个

国家的表演开始，造型灵秀又技术先进的舞台就
呈现出绚烂纷繁的色彩。中国艺术家登台，舞台
变幻成山水、中式宫殿；土耳其的歌声响起，舞
台又变幻成伊斯兰廊柱；日本鼓手敲击鼓面，背
景则是浮世绘式的波浪与山丘……几十个参与演
出的亚洲国家最具特点的文化图案、地标建筑出
现在舞台背景中，观众置身其中，仿佛游览了亚
洲各地的风光，感受了亚洲丰富多彩的文化。

一场嘉年华，能够承载多少艺术性？
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歌剧……西至亚美尼

亚、阿塞拜疆、黎巴嫩，东到日本、韩国、朝鲜，南迄
印尼、越南，亚洲各国最顶尖的艺术家汇聚一堂，贡
献出了极高水准的艺术表演。一群肤色各异的外国
朋友坐在本报记者身后的座位上，京剧表演连翻跟
头、王力宏唱歌时，他们尖叫喝彩；各国民族舞蹈出
场，他们跟着敲击节奏；演出从头到尾，这群外国友
人都没有停止过欢呼，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

“亚洲文明这么多，古老丰富又富有青春朝气，
都汇聚一台，很震撼！风格也不尽相同，中日韩朝为
代表的东亚艺术风格细腻含蓄，东南亚有很强烈的
海洋色彩，中东、西亚的艺术能立刻把人带入大漠
风情，有种神秘感。看得真是过瘾，不愧是一场

视听盛宴！”嘉年华现场，北京市民李水平这样
说。大学生艾宏兴奋地对本报记者说：“今晚不仅
是亚洲的狂欢，更是世界的狂欢，每个节目都完
美到没办法说最喜欢谁了！”

一场嘉年华，又能够承载怎样的期待？
当主持人叫出中国演员成龙的英文名“Jackie

Chan”，全场欢声雷动。这个名为《墨之韵》的节目，舞
台用墨晕染山水竹林，小演员们不断变换方阵，整齐
划一地腾挪躲闪，展现出中华武术的刚强与韧性。在
打出动静结合的中国拳术前，成龙念了这么一段词：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充满中国智慧的

话语，在全球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的背景下显得格
外意味深长。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也融入在了辉煌的舞台和精彩的表演之中。

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阿拉伯和中东研究中
心主任马里奥·科扎表示，艺术可以带来超越性的
享受。这场充满人文气息的演出，让我们更加直
观地领略到亚洲不同文明的风采。历史告诉我
们，不同文明互学互鉴，这个世界才会更加进步
和美好。

阿尔巴尼亚国际研究所主席艾伯特·拉基皮则
告诉本报记者，演出让我们看到了多姿多彩的亚
洲，亚洲文明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开
展对话，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
事件。亚洲文明的成功对话，也为世界上其他文
明如何相处提供了重要启示。

嘉年华结束了，但它在无数人心中种下了一
颗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