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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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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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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

习近平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讲话的金句

●●应对共同挑战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既需要经济科

技力量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交流互

鉴鉴、、相互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一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岁月洗礼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岁月洗礼，，把生产把生产

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历史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积淀成深厚文明。。广袤广袤

富饶的平原富饶的平原，，碧波荡漾的水乡碧波荡漾的水乡，，辽阔壮美的草原辽阔壮美的草原，，浩浩

瀚无垠的沙漠瀚无垠的沙漠，，奔腾不息的江海奔腾不息的江海，，巍峨挺拔的山脉巍峨挺拔的山脉，，

承载和滋承载和滋润了多彩的亚洲文明润了多彩的亚洲文明。。

●●回回顾历史顾历史、、展望世界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

信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坚持同世界

其他文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希希望各国互尊互信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广泛开展跨国

界界、、跨时空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共同维护比金子还

珍贵的珍贵的和平时光和平时光。。

●●共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

后后，，共同为孩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共同为孩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幸福和欢让幸福和欢

乐走进每乐走进每一个家庭一个家庭。。

●●如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

人类文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

●●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文明只有姹紫嫣红

之别之别，，但绝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分。。

●●认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执意改造

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在做法上是

灾难性灾难性的的！！

●●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一个模式

了了，，那这个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也太无趣了！！

●●各种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

明之美的眼睛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

机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让世界文明百花

园群芳园群芳竞艳竞艳。。

●●文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应该是

多元的多元的、、多向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强迫的，，不应该不应该

是单一的是单一的、、单单向的向的。。

●●世界文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任何一种文

明都要与时明都要与时偕行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不断吸纳时代精华。。

●●亲仁亲仁善邻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

之道之道，，惠民利民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

向向，，革故鼎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

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今日之中今日之中国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而且是亚洲

之中国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必将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拥抱世界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据新华视点据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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