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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

据新华社日内瓦

４

月

１５

日电 （记者 刘洋

王昭） 联合国难民署

１５

日在日内瓦说， 据该组

织派往科特迪瓦西部的工作人员统计， 这一地

区难民人数已上升至约

２０

万。

难民署说， 虽然随着前总统巴博势力的瓦

解， 科特迪瓦西部地区武装冲突已基本平息，

但由于民族对立情绪严重， 难民人身安全仍无

法得到保障。

此外， 持续数月的武装冲突造成这一地区

食品、 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短缺， 再加上医疗

人员奇缺， 难民生存状况堪忧。 难民署呼吁科

国内各派尽快实现和解， 以便难民能够尽早返

回家园。

据新华社巴黎

４

月

１５

日电 （记者 应强） 法

国总统萨科齐、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

梅伦

１５

日在媒体上发表共同署名文章， 要求卡

扎菲彻底离开以解决利比亚危机， 并表示愿意

在联合国框架内实现利比亚和平。

三国领导人在文章中回顾了利比亚局势最

近一个月来的发展， 表示三国将按照联合国安

理会第

１９７３

号决议对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 三

国将继续团结在一起， 采取必要措施结束利比

亚危机。

三国领导人强调，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必

须彻底离开， 这样才能保证利比亚进入重建国

家和经济的过渡期。 他们在文章中表示，“只要

卡扎菲继续掌权， 北约就必须继续军事行动以

保护利比亚平民、保持对卡扎菲政权的压力”。

法美英三国领导人的文章分别安排在

１５

日

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报》、英国《泰晤士报》、美国

《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沙特的《生活报》上发表。

据新华社的黎波里

４

月

１４

日电 据当地媒

体报道，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１４

日乘车视察了

遭北约战机空袭的首都的黎波里市区。

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卡扎菲视察

时的电视画面。 画面显示， 卡扎菲站在一辆敞

篷吉普车上， 头戴一顶军绿色的遮阳圆帽， 脸

上戴着黑色墨镜 ， 身着黑色圆领

Ｔ

恤衫和西

装， 紧攥双拳不断在空中挥舞。

利比亚通讯社在报道中描述说， 卡扎菲向

大街小巷及广场上的民众示意， 现场民众高呼

口号， 表示空袭绝不会动摇其抵抗侵略者的坚

定决心， 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

当天， 西方联军出动多架战机长时间在的

黎波里上空盘旋。 新华社的黎波里报道员听到

炸弹爆炸的巨响， 并看见地面升起浓烟。 利比

亚地面防空炮火进行了反击。

继

１３

日利比亚问题多哈会议之后， 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倡议下， 阿拉伯国

家联盟

１４

日邀请欧洲联盟、 非洲联盟和伊

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主要负责

人聚会开罗， 再次寻求解决利比亚冲突的

有效办法。 同日， 北约

２８

个成员国的外长

在柏林召开会议， 同样就利比亚问题进行

了讨论。

尽管这些会议的与会者认为， 政治途

径是解决利危机的唯一办法 ， 但因各方

之间存在诸多分歧 ， 目前仍无有效的解

决方案浮出水面 。 正因如此 ， 利比亚冲

突双方将继续交战 ， 北约也不会停止对

利政府军的打击 ， 这个国家的战火短期

内难以熄灭。

停留表面的共识

潘基文和阿盟秘书长穆萨共同主持了

开罗会议， 并与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 欧

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以及伊

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进行了两

个多小时的闭门磋商。 利比亚冲突双方未

派代表与会。

各方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会议一致认为利比亚冲突双方必须

立即实现停火， 政治途径是解决危机的唯

一办法。

在柏林，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北约

外长会议上致开幕辞时说， 单凭军事手段

无法解决利比亚危机， 利比亚的未来要由

利比亚人民决定， 国际社会应推动通过政

治手段解决利比亚问题。

然而，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 有关各方

虽在表面上达成政治解决利冲突的共识 ，

但从实际情况看， 英、 法等西方国家目前

并未表现出停止在利军事行动的意向。

暴露无遗的分歧

人们注意到， 尽管开罗会议和北约外

长柏林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对各方在利比亚

问题上的努力进行协调， 但事实上， 有关

方面的立场相去甚远。

在开罗， 非盟与欧盟代表在是否与卡

扎菲保持对话问题上发生龃龉。

与此同时， 北约外长会议也没能弥合

北约内部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多重分歧。

作为空袭行动的主角， 英法呼吁参战

国加大对利政府军的打击力度， 但到目前

为止， 参与空袭的仍只有

６

个国家， 尚无任

何其他国家做出派兵或增兵承诺。

前景不明的斡旋

由于有关各方存在严重分歧， 近日的

几场利比亚问题会议不但没有使利比亚僵

局出现突破， 反而折射出政治调解的前景

不容乐观。

利比亚反对派

１１

日宣布拒绝非盟提出

的路线图计划， 因为方案中没有包含要求

卡扎菲下台的内容。 让·平表示， 自从非盟

这次重要调停努力失败后， 到目前为止在

停火调停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明显进展。

由于迟迟找不到停火方案， 利比亚战

火近期仍将继续燃烧。 拉斯穆森

１３

日在接

受德国 《明镜》 周刊采访时警告说， 军事

僵局或利比亚分裂将是最糟糕的结局， 靠

近欧洲边界的利比亚可能成为 “一个失败

国家， 一个滋生恐怖组织的温床”。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１５

日电）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哥伦比亚救灾部门

１４

日说， 一辆客车

１３

日在哥伦比亚中部地区

遭遇山体滑坡， 致死

２０

人。

事发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附近

一条山路。 这辆客车搭载

２

名司机和

１８

名乘

客， 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前往马尼萨莱斯

市，

１３

日下午行驶途中突然遭遇山体滑坡，

被冲入河谷。

救援人员已经找到

１２

名遇难者遗体， 其

余

８

名遇难者仍被掩埋在泥沙和岩石下。

哥伦比亚山体滑坡

２０人死亡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美国一家新闻博物

馆

１４

日说， 博物馆获得日本宫城县石卷市震

后发布的

７

份手写版报纸， 将做永久收藏并

对外展出。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Newseum

博物馆

说， 石卷市

３

月

１１

日遭遇严重地震和海啸袭

击， 全市电力中断， 报纸无法印刷。 为了让

灾民第一时间获知相关信息， 《石卷每日新

闻》 使用手写方式， 制作报纸， 连续

６

天张

贴于

６

处地点， 直至电力恢复。 新闻标题包

括日本遭遇严重地震和海啸、 救援队从各处

赶往灾区。

Newseum

在其网站上说， 这些报纸是事

实的有力见证， 承载着新闻工作者心血。

这家博物馆的藏品馆长卡里·克里斯托

弗森说： “没有

２１

世纪便利条件和技术进步

的帮助， 又面临重大自身困难， 这些新闻从

业人员致力于为所处社区提供重要信息， 仅

用笔和纸完成这一任务。”

按 《石卷每日新闻》 常务董事竹内浩之

（音译 ） 的话说 ， 发生地震的当天晚上 ，

《石卷每日新闻 》 工作人员点亮蜡烛开会 ，

决定利用尚未受损的纸张手写新闻， 让幸存

者及时获知消息。 对

Newseum

的关注， 竹内

说， 《石卷每日新闻》 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美国博物馆收藏

日本“地震手写报”

新华社东京

４

月

１５

日电 （记者 蓝建中）

日本国土地理院

１４

日宣布， 对在

３

月

１１

日大

地震中严重受灾的岩手 、 宫城和福岛三县

沿海地区调查后发现，

２８

个调查点全部出现

地面沉降， 最大沉降达

８４

厘米。

在大地震发生后， 日本国土地理院观测

到宫城县牧鹿半岛出现地面沉降 。 为了把

握更详细全面的地面沉降数据， 本月

５

至

１０

日 ， 国土地理院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

ＧＰＳ

） 对岩手、 宫城和福岛三县沿海地区

１３

个市镇的

２８

个地点进行了测量调查， 并比

对大地震之前的数据。

调查结果发现， 所有调查地点都出现不

同程度的地面沉降 ， 其中下沉最严重的是

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的小友町 ， 下沉了

８４

厘

米， 其次是宫城县石卷市， 下沉了

７８

厘米。

日本国土地理院还观测到 ， 岩手县的地面

缓慢下沉在地震后一直没有停止。

国土地理院说， 大范围地面沉降是由地

震导致的地壳变动造成的。

地震致福岛等地

大范围地面沉降

最大沉降达８４厘米

4

月

14

日夜， 海地首都太子港傍晚的天

空被闪电照亮。 新华社发

暗夜闪电

目前， 科特迪

瓦经济首都阿比让

各项社会秩序尚未

恢复， 街头路障和

被毁的汽车随处可

见， 被抢劫的店铺

一片狼藉， 状况不

容乐观， 战后重建

面临严峻挑战。

图为

4

月

14

日

在阿比让拍摄的被

毁汽车。

新华社发

战后科特迪瓦面临严峻挑战

科难民升至20万人

法美英欲逼走卡扎菲

卡扎菲视察的黎波里

北约继续保持对利政权压力

利冲突面临持久化

4

月

14

日，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在艾季达比耶地区向政府军发射炮弹。 新华社发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新西兰一名研究人

员发表报告称， 人类语言可能与人类一样，

起源于非洲且年代相同。

奥克兰大学生物学博士昆廷·阿特金森

以一种文明年代越久远、 其语言音素越多的

理论为基础， 借助世界语言结构图集， 分析

全球

５０４

种语言。

１４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阿特金森的

这份研究报告。他发现，一些非洲语言音素超

过

１００

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

１３

个。 英

语、法语和德语的音素均在

４５

个左右。

阿特金森随后与其他研究人员用一种概

率统计法， 依照人类脱氧核糖核酸 （

ＤＮＡ

）

序列， 重新绘制印欧语系语言发展图谱， 发

现印欧语系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分化扩散， 远

早于一些历史语言学家推测的年代。

依照这一发现， 阿特金森推断人类语言

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 时间大约在

１５

万年前

洞穴艺术开始阶段。 早期人类大约

８

万年前

走出非洲， 带走部分音素。

阿特金森说：“人类语言为单一起源，不

是独立产生。”一种语言音素数量关联人类扩

散至那一地区的时间：年代越早，音素越多。

人类语言同源非洲

新西兰研究报告称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

４

月

１５

日电 博鳌亚

洲论坛

２０１１

年年会

１５

日上午在海南博鳌开

幕。 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胡锦涛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 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

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

作，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永远做亚洲

各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１０

周年。 本届

年会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 ：共同议程与全

新挑战”。 与会者将围绕这一主题，就包容性

发展、中国“十二五”规划、世界经济展望、全

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等议题进行交流。

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许， 胡锦涛步入开幕式会

场 ， 在主席台就座 ， 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巴西总统罗塞夫、

南非总统祖马 、 韩国总理金滉植 、 西班牙

首相萨帕特罗 、 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 、 新

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英格利希等外国领

导人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１４００

多名

政界、 工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

在热烈的掌声中 ， 胡锦涛发表题为

《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 》 的主旨演

讲 。 胡锦涛指出 ，

１０

年来 ， 博鳌亚洲论坛

在凝聚亚洲共识 、 传播亚洲声音 、 促进亚

洲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已经成为全

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论坛之一 。 博鳌亚

洲论坛之所以能够不断成长， 得益于亚洲

快速发展， 也见证和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

亚洲发展不仅有力改变着亚洲人民命运 ，

而且日益影响着世界发展进程。

胡锦涛强调， 亚洲人民历来具有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

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 这些优

良传统是亚洲精神的重要体现， 是亚洲人民

共同的宝贵财富，值得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胡锦涛指出，步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亚

洲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推动共同发

展，共建和谐亚洲 ，这是时代赋予亚洲人民

的共同使命。 胡锦涛就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 继

续相互尊重各自

选择的发展道路，

相互尊重各自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的

实践探索，把亚洲

的多样性转化为

加强交流合作的

活力和动力，不断

提高各领域合作

水平。

第二 ， 转变

发展方式 ， 推动

全面发展 。 紧跟

世界发展新趋势，

着力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 ， 积极调

整经济结构 ， 增

强科技创新能力，

发 展 绿 色 经 济 ，

促进实体经济和

虚拟经济 、 内需

和外需均衡发展，

把发展经济和改

善民生紧密结合

起来 ， 实现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 ， 分享

发展机遇 ， 共迎

各种挑战 。 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 不断扩大共同利益 ， 推动地区所有成

员共同发展 。 大国要扶持小国 ， 富国要支

援穷国， 各国要相互帮助， 共同把握机遇，

共同应对挑战 ， 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地区

所有成员， 让全亚洲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 摒

弃冷战思维和零和观念， 大力倡导互信、互

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照顾彼此安全关

切，最大限度展现善意、智慧 、耐心，坚持通

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积极促进地区安全

合作，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

第五， 倡导互利共赢， 深化区域合作。

加强区域合作机制建设 ， 推动各类机制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 、 并行不悖发展 。 我们应

该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 ， 尊重地区外国家

在亚洲的存在和利益 ， 欢迎包括金砖国家

在内的各个国家积极参与亚洲合作进程 ，

共同促进亚洲和平、 稳定、 繁荣。

胡锦涛最后指出 ， 我们对亚洲的未来

充满信心。 让我们携起手来 ， 共同开创亚

洲更加美好的明天。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巴西总统罗塞

夫、南非总统祖马、韩国总理金滉植、西班牙

首相萨帕特罗、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先后在

开幕式上致辞。 他们对博鳌亚洲论坛

１０

年来

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表示愿意以博鳌

亚洲论坛为平台， 加强同亚洲的交流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

４

月

１５

日电 国家主

席胡锦涛在海南博鳌分别会见前来与会的

外国领导人和外国部长级代表及主要演讲

嘉宾 、 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代表 、 中外企

业家代表 、 港澳企业家代表 、 台湾企业家

代表、 华商圆桌会议代表并合影。

胡锦涛对各位嘉宾和代表出席本届年

会表示欢迎 ， 对他们

１０

年来为论坛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希望他们继续为推动

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在会见台湾企业家代表时， 胡锦涛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良好局面来之不易 ， 需

要双方珍惜和维护 。 为此 ， 两岸双方应该

继续增进互信 ， 深化合作 ， 共同努力 ， 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就共建和谐亚洲提出建议： 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发展；

分享发展机遇，共迎各种挑战； 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 倡导互利共赢， 深化区域合作

据新华社巴黎

４

月

１４

日电 法国外交部

１４

日

宣布， 法国发展署准备向科特迪瓦提供总额达

３.５

亿欧元的贷款，以帮助其社会经济发展。

法国外交部声明说，法国发展署计划向科特

迪瓦政府提供

３.５

亿欧元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其支

付公务员薪金和紧急社会开支等急需款项。

法向科贷款3.5亿欧元

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