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责编：孙少锋 李嘉宝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友谊地久
天长，友谊万岁”……在 51名中外留学生的合唱声
中，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分论坛开始举行。与会嘉
宾围绕亚洲文明的丰富渊源与世界贡献、开放包容
与交流互鉴、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等话题进行了沟
通交流。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为亚洲地区增进文明交流
互鉴、弘扬亚洲共同遗产和价值观提供重要机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与记忆对话部门主任穆萨·雷
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许多挑战，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从多个层面鼓励沟通与交流，是一次搭建桥梁的重
要会议。

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知名汉学家安
乐哲认为，对文明的最好维护，是认识它、了解
它。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不同文明搭建了展示与沟
通的大平台，有助于维护文明多样性。安乐哲强
调，“中国文化尊重并倡导‘和而不同’、重视合
作，在当前全球面临共同挑战的背景下，这一精神
特质十分珍贵。”

古丝绸之路上，琵琶、二胡等乐器曾十分盛
行。长期研究亚洲传统音乐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让·杜陵认为，“正是文明的沟通与交
流，才让我们欣赏到世界各地丰富和美妙的音乐。”

黎巴嫩—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马斯欧德·达希尔
认为，古丝绸之路增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今天，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上的互联互通，更是文
化上的沟通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好”。

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认为，秉持开放
和欣赏的态度是重振文明交流的内在生命力。各个
国家、各种文明看到对方如何欣赏自己，自然会产
生深入了解对方的兴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逐步
打破文化壁垒和经济保护主义。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推动世界和平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维护亚洲文明多
样性的视角“多看”“多思”，在促进亚洲文明对话
的进程中“多做”“多行”，做实人文对话，做深教
育对话，做细心灵对话，做好精神对话，让亚洲文
明之水流得更远。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过，‘我们与中国
为邻2000多年，却从未被他们征服过。但是1509年
欧洲人来之后，仅仅两年就征服了马来西亚。’”马
来西亚青年和体育部副部长沈志强感慨，“这句话的
意思是，中国尽管非常强大，却热爱和平。”

“在B站播放量最高的一段视频，是用中国传统
乐器古筝演奏的外国流行歌曲，总播放量超过了
2000 万。”哔哩哔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睿表示，
最终评论弹幕 80 多万条，很多外国网友纷纷感叹，

“这种跨文化的交融很和谐”，“我在中途几乎忘记了
呼吸”。而在B站上，与亚洲文化元素相关的视频非
常丰富。

“年轻一代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接受着来
自全世界的思想与想法，不同国家、民族的青年人
正越来越多聚到一起，带着对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开
放心态，塑造着一种全新的青年文化。”新加坡文
化、社区及青年部部长傅海燕表示。

5 月 15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明传承
与发扬的青年责任”平行分论坛在北京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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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加会议。青年分论坛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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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建议，要赋予年轻
人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风格和方式去
引领世界发展，更好保护和发扬文明文化和传统。

“我想，对于全球化的害怕和担心，不应该造成
文化的隔绝与孤立，减少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相
反，我们应该实施战略性计划，来加强互相理解、
加强跨文化交流和合作。”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
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平行分论坛
上，亚洲合作对话秘书长班迪·林沙军这样说道。

班迪·林沙军介绍，就在两周之前，亚洲合作对
话在多哈召开部长级会议，与会各国官员都赞同要
加强成员国间的文化合作、鼓励文化之间的交流对
话。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种对文
明交流互鉴的赞同与倡导得到了在场国际组织代
表、政府官员、智库机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的一致认同。

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彼得·弗兰克潘教授著
有 《丝绸之路》 一书，他认为，只有通过文明交流
互鉴才能够学会宽容、开放和兼容并蓄，正如对

“一带一路”的研究所显示的，它不仅仅是贸易和物
品的交流通道，也是帮助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通
道。丝绸之路上发生的交流与交往，在今天得到了
新形式的延续。

“丝绸之路成为进行跨文明交流对话的一个最重
要的渠道。”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院长、院士阿里扎
德·阿基夫·阿加梅赫迪·奥格鲁同样赞赏“一带一
路”为文明交往所做的贡献，他认为“光明来自东
方”，而且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对所有亚洲国家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正在共同参与构建一个深刻的历史进程，

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地看待我们所处的
社会和时代。”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鲁卡·马里
安·斯卡兰提诺博士从哲学角度分享了他的见解，

“世界变得愈加复杂，这要求更加充分的理解。实现
文化之间更多的交流、更好的理解，是目前哲学界
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引用“书
中自有黄金屋”这句中国古话，来强调亚洲文明中
互相学习交流的重要性。他表示，将会坚持把更多
中国文献介绍给日本人，促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
尊重。

乌兰巴托大学校长桑加·白嘎力赛罕介绍了许
多文明交流的合作成果，例如，从 2008年起，乌兰
巴托大学与中国呼和浩特的相关机构共同出版了近
30 部与蒙古文化传统相关的专著和文章，还与中俄
一些研究机构进行联合调研、翻译文学经典……

“我相信这些研究会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洲文明
的对话”。

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
席谢伏瞻还就各国智库深入交流合作、共同助力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出3点倡议，希望建立更密切的
智库伙伴关系、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致力于改善国
际舆论环境，让亚洲文明的明天精彩可期。

5月15日下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6场平行分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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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围绕丰
富多彩的议题，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嘉宾分享观点，交流经验，碰撞思
想火花，在交流互鉴中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形成了更多的共识。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6场平行分论坛举行

促进交流互鉴 凝聚文明共识

“我们齐聚一堂，就是要向中国学习”
——“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严 瑜

“让亚洲文明之水流得更远”
——“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李应齐 曲 颂

“青年要加强交往，为亚洲文明作贡献”
——“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刘少华

“青年要加强交往，为亚洲文明作贡献”
——“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我们正在参与构建一个深刻历史进程”
——“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叶 子

“我们正在参与构建一个深刻历史进程”
——“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叶 子

“亚洲的贡献是如此大，比如说造纸、印刷术，
这是源自中国的；还有印度发明的数字‘0’，这都
是对人类思想的出色贡献。”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平行分论坛上，印度演员、
导演阿米尔·汗认为，这些贡献都对全世界产生了巨
大影响，并且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论坛上，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 多名中外代
表，围绕“亚洲价值、全球共享”的主题，交流分
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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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来，法国中国研究和传播中心创始人、主
席皮埃尔·皮卡尔在中国大约进行了50次旅行，中国
是一个他热爱的美丽国家，“就像来到家一样”。在
他看来，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更好地展现亚洲特别
是中国的文化，将之介绍给西方观众。

英国广播公司执行副总裁 （全球市场） 保罗·德
姆普西多次来中国，每次回英国，他都会带去关于
中国的很多故事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我到中国的
次数越多，想要了解的就越多”。

美国华特迪士尼与中国合拍动画片 《安玲与史
迪奇》编剧、制片人马克·汉德勒介绍了这部以黄山
为背景制作的动画片。“我们拍了很多次黄山，每一
次都不虚此行。”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见到当地
村民时，总能受到热情款待。这让他有了灵感，以
当地山村女孩为原型创作了故事角色，从而创造了

一个以黄山为背景的友谊故事。“这样的故事，触及
观众心灵，把想要表达的文化价值观自然地传递到
人们心中”。

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席陈道明表示，我们过
去了解世界，更多地是通过书本、图片、音乐、美
术等，但最鲜活的方式还有电影、电视，让我们不
用远行就能了解世界，了解各种文化，所以应该更
加重视电影等方式，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当下的时代提供了引领我们走向相互包容、共
同生存的前提和可能，不同文化都为人类共同的财
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菲律宾总统府新闻部部长马
丁·安达纳尔认为，我们不应该陷入狭隘的地方主
义，也不应该缺乏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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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辰席在主旨演讲中这样表示。

论坛期间，国家广电总局分别与阿根廷公共传
媒管理总局签署了《影视节目互播授权合作协议》，
与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与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签署了《关于电视和
网络视听内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论坛上还发布了
即将推出的20部中外电视合作合拍优秀作品。

“以全球视野挖掘亚洲文明价值内涵”
——“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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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的这些表述，成为文化
旅游与人民交往分论坛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
尼·扎禄颂巴认为，旅游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有
效的途径之一，泰中两国的文化旅游交流非常成
功。旅游业收入占泰国经济总量的28%，中国游客做
出了重要贡献。

柬埔寨旅游大臣唐坤表示，近些年中国赴柬游
客数量高速增长，2019 年是中柬文化旅游年，相信
将成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主要驱动力，并为构建
柬中命运共同体发挥更重要作用。他希望，“柬中团
结合作、民间交往越来越强，共建命运共同体精神
长存。”

尼泊尔学院院长耿伽·乌普莱蒂指出，旅游是

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最实在、最有效的途径之
一。中国与尼泊尔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心意相通，

“我们应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文旅创新，充分挖掘
两国人文、自然的价值，共同开发资源、实现互利
共赢”。

“只有加强文化交流才能真正促进民心相通，民
众间的情谊才更经得起考验”，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
长波显坎·冯达拉认为，文化与旅游的力量可以消除
壁垒、建立互信互爱，旅游是加强文化合作的最直
接手段，是人与人交往、国与国合作最好的桥梁之
一，可以将不同文明联结在一起。

“近年来，中国与亚洲各国文化和旅游交流蓬
勃发展，‘欢乐春节’‘美丽中国’‘相约北京’等
文化和旅游品牌活动，已成为亚洲各国分享文化
发展成果、展示旅游产品精粹的重要平台。”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表示，未来，中国愿同
各 国 推 动 文 化 和 旅 游 领 域 的 交 流 合 作 向 更 宽 领
域、更深层次持续发展，为亚洲文明在新时代的
传承贡献力量。

“文化旅游可以消除壁垒建立互信互爱”
——“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李志伟 颜 欢

“文化旅游可以消除壁垒建立互信互爱”
——“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平行分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李志伟 颜 欢

“中国是怎么做到的？”近距离观察中国40多年来
的发展后，泰中友好协会主席、泰国前副总理功·塔帕
朗西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引发热烈讨论。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国家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平行分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筹委会
主任黄坤明出席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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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来自各国的外国朋友齐聚一堂，就
是要向中国学习。”功·塔帕朗西在聆听完主旨演讲
后这样说。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
认为，保持和发展亚洲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

作，对维护和加强亚洲地区的和平，增进友谊，促
进互利合作，意义重大。

在“共享文明智慧共建美丽亚洲”的分论坛主
题之下，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政治文明的亚洲智
慧”、“造福人民的亚洲方案”等议题，展开对话和
研讨。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各方代表面对面交流治
国理政经验，为亚洲国家消除彼此误解，实现发展
政策对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这种对话、沟通以及经验
分享都能够帮助我们。”阿富汗总统高级顾问法泽尔
表示。

此外，与会嘉宾还共同见证了《中国关键词：治国
理政篇》多语种图书的首发式。该书简明、清晰、准确
地阐释中国发展道路，解读中国理念和中国政策，为
增进中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供有益参考。分论坛上
还发布了《亚洲主要文明相互认知度调查》和《亚洲在
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评估》两份研究报告。

此分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
承办，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名嘉宾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