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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政党领导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探讨“现代化道路：政
党的责任”这一重要命题。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
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
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
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
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
字路口。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
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
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
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
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
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在这
里，我愿谈几点看法。
　　———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
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
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
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
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
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
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
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
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
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
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
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
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

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
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
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
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
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 我们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
化进程的持续性。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
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
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
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
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
活力。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
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
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
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
　　——— 我们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
化成果的普惠性。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
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
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
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
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
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
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
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
　　——— 我们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
化领导的坚定性。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
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作为现代
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
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
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自胜者强。政党要把
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踔

厉奋发，勇毅笃行，超越自我，确保始终有信
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时代挑战、回答好
时代命题、呼应好人民期盼，为不断推进现代
化进程引领方向、凝聚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
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 100 多年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
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
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
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
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
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
同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
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
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
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
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
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
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中国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
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
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我们
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
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

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们
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
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
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
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
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
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
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新
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
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
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
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
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
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
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
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
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
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
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
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
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在此，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 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 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
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
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
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
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
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
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
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
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
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
作，携手共行天下大道。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
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
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
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
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
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免遭遇坎坷，
但前途终归光明。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
努力，让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
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史长河中滚
滚向前、永续发展！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携 手 同 行 现 代 化 之 路
———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3 年 3 月 15 日，北京）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新华社评论员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
生机盎然”。15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
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倡
议着眼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为推动人类现代化
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
入强大正能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
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
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
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
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
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全球文明倡议立足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寻
求智慧、凝聚力量，推动破解人类共
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彰显了新时代
中国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与
责任担当。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文明
交流互鉴的重要前提。人类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
多彩的文明。中国古人说，“物之不
齐，物之情也”。人类创造的每一种
文明都是独特的，在价值上是平等
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坚持文明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让文
明多样性成为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
力之源。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
交流互鉴的理念指引。各国历史、
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以宽广胸

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
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
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我们才
能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
垒，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
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交相
辉映。
　　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文
明交流互鉴的动力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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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各国
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
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
就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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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文
明交流互鉴的必由之路。探讨构建
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
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
民相知相亲，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
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
面，就能汇聚起共同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从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坚守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到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从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到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为人类谋进步、为世
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一以贯之。
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
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
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
园；新时代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现
代化之路，必将为促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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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对话会，并作总结讲话。他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讲话，系统阐述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出
了全球文明倡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
政党一道，推进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
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真诚愿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直面人类
共同挑战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为推动世界

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
案。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共
同担负起探索现代化道路、推动文明进步的政
党责任，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
携手同行。
　　王毅、尹力、李书磊、秦刚等出席对话会。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现代
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为主题，来自 150 多个国家
的 5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

新华社记者

　　 3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高层对话会并发
表主旨讲话。
　　在这场主题为“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
任”的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我们究竟
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
化？”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现代化之问给出了
中国答案。
　　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阐释了政党作为引
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所担负的责
任，传递了中国共产党愿携手各国政党和政
治组织促进现代化建设、推动世界繁荣进步
的真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将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
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非一日之功”

　　黎巴嫩社会进步党外事书记扎希尔·拉
阿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解答了与会
各方关心的诸多问题，提出政党应承担起推
进现代化建设的责任，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应是走好现代化道路的关键。
　　哥伦比亚共产党国际关系部秘书安德烈
斯·阿尔瓦雷斯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
了他对现代化和发展的重要主张，这有利于
减少南北差距，建立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
全发展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世界各国人民将
拥有更多的自主抉择权。
　　阿塞拜疆执政党新阿塞拜疆党副主席塔
希尔·布达戈夫高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政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
主张。他表示，新阿塞拜疆党希望加强与中国
共产党的交流合作，进而进一步推动两国关
系发展。
　　“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加纳中国友好协
会秘书长本杰明·阿那格雷十分赞同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非
一日之功，它需要一个政党坚强的领导和精
准施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努力，

在这条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奋进，为非洲国
家政党作出示范。”

　　“中国共产党为其他国家政党做了

一个好榜样”

　　“我非常赞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
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
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这一观点。”巴基斯
坦伊斯兰促进会外事书记阿西夫·卡齐说，

“巴基斯坦政党欢迎这一通过促进党际关
系发展而促进民心相通的倡议。作为巴基
斯坦主要政党之一，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
会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交流与沟
通，期待继续增进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合
作，并通过智库、青年、妇女组织等交流来
加强两党两国合作。”
　　“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
强合作。”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记阿萨杜
拉·巴达姆齐安表示，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愿在
人文、医疗、经济、文化遗产等各领域同中国
共产党深化合作，为促进世界繁荣进步贡献
力量。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视频方式参
会的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对
记者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各个
政党应当携手并进，共同应对粮食、卫生、安
全等领域的挑战，以人民为执政之本，推动全
球化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已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巴西
东方学学者古斯塔沃·平托说，前不久，中
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同意复交，就充分体现
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华文明提倡兼容并
蓄、有容乃大，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值得更
多国家深入了解，有助于创造世界更加美
好的未来。”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
说：“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没有和
平，任何国家都无法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其他
国家政党做了一个好榜样。”

“全球文明倡议顺应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
尊重现实、尊重不同文明。”老挝人民革命
党中宣部副部长万赛·塔维延高度评价全
球文明倡议顺应时代要求，有助于不同文
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中推动各国人民互相了解、彼此亲近、
共同进步。
　　与会的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俄罗斯亚
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谢尔盖·萨纳科耶夫说，
全球文明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自然发展，得
到对话会参与者的热烈赞同。这一新倡议主
张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公平发展，将对推动建
设多极世界、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挥积极
作用。
　　在希腊雅典大学名誉教授埃莱妮·卡拉
马伦古看来，中国为加强世界文明互鉴所作
的努力非常重要。卡拉马伦古近年来一直同
中国高校保持着密切合作，她以希中合作为
例指出，“文化和教育领域内两国合作的加深
有助于加深对两国教育体系和两国人民的了
解，推动希中两国合作变得更加频繁和富有
成果”。
　　“各国应和平发展，各个文明间应相互
尊重。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推动世界合力
应对急切的全球性挑战，减少冲突和对抗，
通过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实现人类和谐相
处，合作发展，文明进步，命运与共。”这是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斯特凡诺
斯·斯蒂芬努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讲话
中读到的深意。
　　“伊朗和中国都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
文明古国，都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贡
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令
巴达姆齐安备感欣喜。“我们认为，全球文
明倡议的提出，有助于各国人民走出殖民
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阴影，维护自身
独特的文明与文化。我们应携起手来，共同
实现发展和现代化，向世界人民所共同追
求的文明前进。”（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
道，执笔记者：何毅、常天童、王晓梅）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携手共绘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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