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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 15 日在北京举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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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政界人士、专家学者普
遍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为亚洲，乃至世界不同
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指明了正确路径，引导人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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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功·塔帕朗
西十分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提出的 4 点主张。他说，亚洲各国文化各不相同，
语言千差万别，“但我们可以和平共处，和谐相处，
共同繁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保持沟通和交流，
引导亚洲走向和谐、多元化的未来。”

马来西亚新亚洲策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
说，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为多元包容的亚洲勾画了

清晰的文明互鉴、融合并进路线图，呼吁亚洲人
民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亚洲文明中蕴含的包容
性与交融性，使其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从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新加坡国际事务
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读到的是，亚洲人
民要对自己的文明抱有自信，对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鉴抱有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追求更美
好生活。

“多样、交流、互鉴、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用四个关键词概括他对
习近平主席演讲的理解。他说，不同文明间应在
平等的基础上交流互鉴，最终实现自身更好的
发展。

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穆沙
希德·赛义德十分赞同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关
于文明之间“绝无高低优劣之分”的阐述。他认
为，文明对话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
要不断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
心研究员穆罕默德·费萨尔说，从习近平主席的
演讲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就是为了推动不同文明人民之间的和谐共
存。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不断进行有益的思想交

流和相互学习，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伊拉克大学考古学专家阿德尔·法伊克说，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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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非常重要。亚洲国家需要深
化文明对话，创造合作与发展机遇，通过密切相
互关系实现和平与稳定。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副教授奥列格·季莫
费耶夫说，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表示，“各种文
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
眼睛”，他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中华文明一贯
倡导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如今中国也在积极推
动不同文明之间展开对话。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高度
评价习近平主席关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
阐述。在她看来，文明之间的对话，就是去倾听
和了解对方的声音，“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一
场对各国文明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

法国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戈塞
说，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呼吁促进亚洲及世界
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世界的长期和平和共同发展有赖于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而这种相互理解需

要不同文明之间的有效对话。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阿利斯泰尔·米基

说，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令他深受启发。文明之间
的对话至关重要，面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全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

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切斯科·郗士对习
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到的“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印象深刻。“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
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文明也是一样，平等、多
元的互鉴交流和兼收并蓄的态度非常重要。”

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勋自治大学中国问题专
家拉克尔·莱昂·德拉罗萨说，习近平主席的演讲
体现了中国重视文明交流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表明中国主张各国间和平共处、各文明间和谐相
处，愿推动各国开展文明间的和谐交流与合作。

南非金山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院长詹尼·罗
索乌说，全球化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人们希
望看到的，是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而不是
对抗。相信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及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推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
的和平发展及文明进步。(参与记者：党琦、蒋励、
帅安宁、梁霓霓、林昊、郁玮、蒋超、张淼、栾海、应
强、唐霁、李洁、耿鹏宇、吴昊、赵熙)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指明正确路径
海外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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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孟夏时分，草
木葱郁，群芳竞艳。
15 日至 22 日，以“亚
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
运共同体”为主题的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
北京举行。立足亚洲、
面向世界，亚洲 47 个
国家和五大洲嘉宾齐
聚一堂，共商文明发
展之道，共话合作共
赢大计，共绘人类美
好未来。

当前，世界面临
治理、信任、和平、发
展“四大赤字”的严峻
挑战，“文明冲突论”
“文明优越论”等错误
论调沉渣泛起。不同
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
对话、对抗还是合作，
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
途命运的时代课题。
与会外方领导人、嘉
宾普遍认为，这场大
会正当其时，回应“时
代之问”，思考破解方
案，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凝聚“文
明力量”。

回应“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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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样的难
题，柬埔寨国王西哈
莫尼指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加强亚洲乃至世界
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应坦诚相待、互相尊重、鼓
励思考，为互学互鉴创造条件，共同致力于亚洲
发展进程。他表示，相信这场大会将加强地区国
家相互了解，提升和平、友谊与真诚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说，亚洲
文明对话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难题，包括国际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贩毒、气候变化等等，并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有利于加强在
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亚洲和平
与共同繁荣。

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国家对“文明冲突”“文
明对抗”老调重弹，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出席大
会开幕式的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说，“文明冲
突论”是错误的论调，“真正的文明是不会发生
冲突的，真正的文明会对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和对话部门负责人
穆萨·伊耶认为，文明之间的互相尊重是开启对
话之门的钥匙，我们应摒弃偏见和敌意，果断驳
斥“文明冲突论”，还应怀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去
接纳其他文明。

黎巴嫩“阿拉伯人看中国”网站站长马哈茂
德·拉亚说，这场文明对话大会意义重大。“人类
交往并不是‘零和游戏’，文明之间的对话可以消
除偏见和误解，在互鉴交往中增强生产力，创造
更加美好和谐的生活。”

凝聚“文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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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从北京出
发，当梦想的力量从点点星光汇聚成璀璨星空，
必将照亮亚洲文明的美好未来。

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金相淳将亚洲文
明比作一架飞机。“亚洲文明像一架飞机，飞机
主体是亚洲人民，左边翅膀是政治和谐，右边翅
膀是经济合作，将从这次对话大会开始起飞。”

在卡塔尔文化中心研究部主任纳迪娅·慕达
西卡看来，亚洲文明丰富多样，从俄罗斯文明，到
波斯、阿拉伯文明，再到雅利安文明，中国举办的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促进了整个亚洲的文明交往，
也拉近了人民之间的距离。同时，亚洲各国为世
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亚洲文明之间的对
话也为经济发展和交往起到积极作用。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麦启安也指出，文
明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面对挑战，唯一的出路
就是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

追寻“美美与共”

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
之美。从古至今，正是对话促进文化交融、人文
交流和亚洲文明的繁荣。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标志上，六瓣互动的花瓣状图形，象征亚洲文明
的绚丽多彩，也寓意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秉持
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精神，在交流中增进理
解，将推动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共同创造“美
美与共”的光明未来。

“我们这个星球之美、人类文明之美，在于
对话。”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说，开放交流、互
学互鉴是通往文明之路。

印度索马亚管理研究院萨蒂延德拉·库玛尔·
乌帕德亚说，亚洲文明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和遗产，
千百年来相互学习，有着共同的未来。“不同文明
之间进行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这样未来才
有可持续性，文明才有可持续性。”

帕夫洛普洛斯还说，人类生活在共同的星
球上，共享命运。“我们的共同之处远大于我们
的分歧，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能够为子孙后代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参与记者：柳丝、党琦、梁
霓霓、崔可欣、蔺妍、蒋励、帅安宁、耿鹏宇、鲁
豫、郑汉根)

回
应
﹃
时
代
之
问
﹄
凝
聚
﹃
文
明
力
量
﹄

与
会
外
方
领
导
人
嘉
宾
点
赞
亚
洲
文
明
对
话
大
会

看电影、品美食、逛博物馆……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民间交流活动在多地
举行，带来一场文化盛宴，也开启一场美的发现之
旅。

这场文明对话，既包括国家外交行动的宏大
篇章，也深入百姓生活的细微肌理，更激荡起思想
的共振和鸣，凝聚起命运与共的强烈共识。

文明之美，在文化艺术的五彩绚烂。亚洲文明
大会期间，文物展、艺术展、电影展、摄影展、文明
巡游轮番上演。剧院里，影迷与大师面对面，在银
幕上领略多元绽放的亚洲文化；博物馆里，从丝路
珍品到阿富汗国宝，从东方写意到东西融汇，件件

展品勾勒出亚洲文明相融相济、交流互鉴的历
史图谱……跨越时空的文艺对话，搭建通往心
灵的桥梁，激发文化与精神的共鸣。

文明之美，在舌尖上的丰富滋味。从北京
到广州，从成都到杭州，四城同步的亚洲美食
节不仅是对味蕾的美妙按摩，也是关于共同
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回味。从马来西亚的榴梿
到泰国的山竹，从土耳其的樱桃到以色列的
石榴……如今，越来越多亚洲“网红”水果摆
上中国百姓餐桌，越来越多亚洲果农打开致
富大门。果蔬无言，却成为联结中国与亚洲经
贸交往的纽带，增进各国对彼此自然地理和
丰厚物产的直观认知。

文明之美，在山川风物里的“诗与远方”。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好载体。感受多元文
明，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
以脚步丈量。高山大川交织纵横，众多民族星

罗棋布，一幅锦绣多姿的亚洲人文地理图卷，
等待人们探索发现。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的实
施，将推动亚洲各国文旅交流合作的深入、文
旅产品的创意开发，让更多人行走在路上，品
读“诗与远方”，让更多文化遗产走入生活、感
动心灵。

文明之美，在人文交流里的传承分享。中国
与哈萨克斯坦首部合拍电影《音乐家》上映，讲
述战争年代两国音乐家的患难真情，让多少中
外观众热泪盈眶；中国和柬埔寨联合打造舞蹈
史诗剧《吴哥的微笑》，以中国创意助高棉寻找
失落的文明记忆；中国与斯里兰卡联合考古队
在丝路追寻共同记忆，书写文明交流新篇……
交流与对话，分享与合作，不仅加深彼此的理解
信任、相亲相近，也让命运与共成为一种发自内
心的共情和认同。

回望历史，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

路，条条大路曾把亚洲文明紧密相连。放眼
当下，从东盟到上合，从官方到民间，亚洲
的文明对话合作机制已经建立。在根脉相
通的基础上开展文明对话，为了共同的发
展和繁荣携手前行，必将汇聚起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也为塑造人类文
明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当“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当“文明优越
论”暗流涌动，当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重新抬
头，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光明下的阴影，更要以
对话替代对抗，以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

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想要拥有
真正的全球眼光，就要对不同文明有真正
深入而持续的了解。带着一双欣赏的眼睛，
发现文明之美，深入文明对话，见证文明力
量，创造美美与共的未来。

(记者韩梁)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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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当日，亚洲文明巡游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拉开帷幕。

：当日，亚洲美食节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开幕，并在杭州、成都和广
州同步举办。

：当日，“文明匠心——— 亚洲非遗大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幕。

ァ：当日，亚洲影视周启动仪式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

新华社记者李贺、殷刚、张晨霖、王毓国、殷博古、张玉薇摄

文明对话，一场美的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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