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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10国
体验“心灵+探险”

龙永康：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刘盈盈 曾筱雨

11月初，带着出版不久的新书《骑车去埃
及》，龙永康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湖南工程学
院，与更年轻的学子分享自己的这一段“心灵
+探险”之旅。

一个辞职青年， 一辆单车，206天，11600
公里， 穿越亚欧非3大洲，10个国家，6次经历
生死考验，287次借宿经历， 完成17万字的微
博日记……回顾起27岁那一年的经历， 这些
今天听起来都仿佛是不可思议的冒险， 经过
时间的沉淀后，成为一段独特的心灵之旅。

生活是见识，不仅是为了活着
龙永康2008年毕业于湖南工程学院，

2012年的他，步入职场将近4年。 那一年初冬
时节的长沙，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对
于当时27岁的龙永康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在年轻的时候，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外
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并且做到‘让心灵去旅
行’。 如果有一天在路上累了，就回国，回家。
我选择在27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

2012年1月初，龙永康在一次和朋友老蔡
聊天的时候，听说老蔡准备去旅行，由长沙出
发，从成都开始骑行，一路经过西藏、新疆，穿
过中亚、中东等地到埃及开罗。 老蔡说：“什么
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 现在正年轻，应
该是去追寻自己梦想， 接触更多新鲜事物的
时候……”老蔡对青春的感悟，深深地触动了
龙永康。“不想辜负青春，想要活出全新的自
我”， 一直是龙永康心里埋下的一颗种子，与
老蔡的此次聊天使得龙永康心里的种子开始
萌芽。 2012年5月，他毅然辞职，去追逐自己的
梦想之旅。

出发前， 龙永康将自己这一想法告知亲
朋好友，他的朋友圈立即炸开了锅，大多都是
质疑与否定的声音。“骑行去埃及？ 你是不是
疯了？ ”“你不可能忍受得了西藏酷寒的天气!”

“你经验不足，准备不够，无法应对突发的危
机。 ”“你根本没有长途骑车的经验。骑单车去
埃及，你简直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几
乎每隔几天，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冒出来。 面对

这些质疑声， 龙永康笑着说：“他们说的这些
我都想过，但是如果过多地担忧，就永远没办
法出发， 旅途正是因为前路的未知数而充满
惊喜，这正是我期待的人生。 ”

如何说服父母，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才
是摆在龙永康面前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工作。
他足足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父母交涉， 在无
数次向父母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 表示会定
期联络家中双亲报平安后， 父母才勉强同意
了他的想法。“出发前，我编了不少谎言，甚至
必须小心地隐藏自己内心的焦躁。 ”龙永康回
忆，“甚至至今， 我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出行的
231天，有206天都是在骑自行车旅行，也没有
告诉他们这一路的艰辛。 尽管不说， 我却知
道，不论我做或者不做什么，他们都会一直担
心着，我只能设法不去想它，但我为我的父母
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支持与鼓励而骄傲和感
恩。 ”

在与母校的青年学子分享自己的经历
时，龙永康用这样一段话来袒露自己的心迹：

“生活是见识，不仅是为了活着。 人生中大大
小小的事总是一环扣着一环，一波接着一波，
说不定未来将发生的事早就冥冥中已注定。
总之，与你过去的所为所思无法脱钩，我在相
信与怀疑中摆荡，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失败，但
是我至少在失败面前看见自己究竟是如何就
范的。 ”

2012年5月24日，龙永康携带着简单的行
李装备从长沙出发，开启了自己的旅程。

途有惊奇，更有惊险
206天的骑行，6次经历生死考验，在一次

次体力透支和生死极限中超越自己。 穿越突
击拉山(海拔4920米）无人区的时候，每到中
午时分便刮起强烈的逆风， 龙永康和伙伴们
皆以压缩食物度日。 第19天的时候，伙伴们实
在是饥肠辘辘， 最后一起在这无人区高海拔
荒原吃下了全部半生不熟的面条。 在海拔高
达5620米的阿里圣山，他曾与死神擦身而过，
靠着顽强的毅力与对家人的牵挂完成了最后
的旅程。“一路上我并不知道将会遇见什么，
每一天都是未知的、崭新的，前路对我充满诱

惑。 ”在一次次的冒险
中， 一起出发的5个伙
伴到达珠峰大本营时
变成3个人， 到达阿里
地区噶尔县时变成2个
人，到达塔吉克斯坦杜
尚别时变成了龙永康
独自一个人。

在西藏拉萨的时
候， 龙永康在9天时间
里成功骑行翻越了5座
大山。 心情激动的他在微博上写道：“此时的
拥有，值得回忆一生。 ”龙永康说，“西藏的路
途像一种绵长的笃定， 或者一种遥远的信
仰。 ”西藏连带的群脉，就像是一种信仰，一点
一滴渗透到龙永康的心里。 他觉得这是一场
不可能忘怀的情感体验，带着欣喜与感动，追
逐着它的脚步， 在沿途瑰丽的风景中重拾自
我。 在翻越海拔5208米的加乌拉山时，面对天
气的炎热与糟糕的路况， 精疲力尽的龙永康
也曾想过放弃， 但是他看到不远处的一个队
友木木， 一个柔弱的女孩依然坚持推着自行
车勇敢前进，他重新鼓起了斗志，坚持骑行，
到达了加乌拉山的垭口。 在那里，他可以清楚
地看到远处的珠穆朗玛峰。 一路的汗水与泪
水，一路的辛苦与疲惫，在那一刻，仿佛一下
子烟消云散。

龙永康说：“在西藏， 骑行的旅程就像我
的人生。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翻越一座又一座
的大山，一段又一段的上坡路段，像是不停克
服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困难， 达到了人生一
个又一个巅峰。 ”

在格鲁吉亚的时候，一天傍晚时分，天空
飘着小雨。 山道盘曲而下，左侧是约莫两百米
深的断崖，右侧则紧靠着一面嶙峋的绝壁。 滑
过一道半圆弧的山弯， 借助着手电筒与手机
的微光，龙永康推着车艰难地前进着。“你在
对抗自然，还是在对抗自己，这一刻，你已经
无暇顾及其他， 恐惧让我只想快点走完这段
路。 ”来不及思考，迎面快速驶来的一辆汽车
让龙永康闪躲到悬崖边， 因为两只手都拿着
东西，无法触摸刹车，只能用双脚踩住刹车，

溜了一小段距离才停止前进。“当我用手电仔
细一照，发现当时距离悬崖边只差0.3米，当场
倒抽一口冷气， 希望自己看到的并不是真
的。 ”生死一线中的不寒而栗，至今回想起来
仍然心有余悸，“当时想的就是只要还活着就
好……”

一路感动，异乡朋友温暖人心
在旅途中， 为节约开支及领略不同的风

土人情， 龙永康时常选择借宿在当地中国友
人家中或当地居民家。 借宿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287次借宿经历，仅成功47次，但他没有轻
易放弃，不断努力尝试，坚持到最后，其中却
不缺乏温暖与感动的故事。

在第81天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有
当地居民主动邀请龙永康去家中做客。多番
拒绝后， 龙永康难却盛情去了一位主人家
中，受到了极其体贴细心的款待；路过乌兹
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的时候，
有一对新人邀请龙永康参加他们的婚礼，感
受当地习俗；在格鲁吉亚，龙永康遇到了在
外务工的湖南老乡，受邀到老乡的工地上参
观，并和他们亲切交流，老乡们给予了龙永
康最大的鼓励，令他消解不少孤独和寂寞的
伤感；在阿塞拜疆时，龙永康度过了自己28
岁的生日，在那天，他收到了远方朋友在微
博写下的祝福……

“离开祖国越久，历经的国家越多，认识
的朋友越多，越发地想念起家乡来。 ”龙永康
说，在这一场心路旅程中，那些一面之缘的人
生“过客”在异乡给了他无数感动和力量。

不负青春，是经历更是成长
在骑行的206天里，龙永康从祖国的西藏

拉萨出发，到珠峰大本营、阿里地区八嘎乡，
再前往新疆喀什，穿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塞拜疆、格鲁吉
亚、亚美尼亚、土耳其8个国家，抵达埃及。 山
是永远眺望不尽的岗巴拉山、卡若拉山、尤弄
拉山、嘉措拉山、加乌拉山；水是永远俯瞰不
及的班公湖、七彩湖、黑海、地中海。

“旅行让我变成生活的一个旁观者，它给我
机会让我从日常的世俗循环中抽离， 它让我自
由，让我用发现的眼光看待世界，用悲悯的心情
体验生活，让我宽容、珍惜并理解不同的人，更
接近生活的本质。”龙永康说。经过长达6个多月
的骑行，龙永康学会了分享、珍惜、包容，更学会
了如何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的选择。

时隔5年之后的2017年，他将这一路精彩
的故事写入《骑车去埃及》， 并于7月正式出
版。“在这本书中，记录了我旅行中身体和心
灵的自我对话和成长， 也许你可以借我的双
眼去看我领略的风景， 可以借我的感受去感
悟纷繁复杂的生活， 可以从我的领悟中找到
自己的人生体悟。 ”龙永康分享道。

行路难如此，灯楼望欲迷。 龙永康说：“你
若问我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说，旅行的意
义或许就在于我曾经活着， 并认真地看过这
个世界吧。 ”埃及是龙永康此次旅行的终点，
但又何尝不是他人生的另一种全新的开始。
就像他所说的，“当跨过这一步， 或许就不再
是自己，而是另一个真正可以去冒险的人。 ”

到达开罗。
第116天，在德黑兰市与伊朗女孩合影。 第9天，骑行到珠峰大本营。

骑行在G219-1314处。 均为 通讯员 摄

12月1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隆重开幕， 来自
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的领导人聚首北京，分享治党治国
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的主旨讲话，
呼吁各国政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
握人类进步大势、 顺应人民共同期
待，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赢得与会代表广泛认同。

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描绘人类发展美好愿景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家园。身处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格局已然形成。面对彼此，是为争权
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还是顺
应时代潮流共迎挑战共谋发展？

两种选择，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
危机， 一种则指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答案不言而喻。

站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国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
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事关人
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
智慧。” 受邀与会的西班牙中国政策
观察中心主任胡里奥说，随着全球化
不断推进，任何一个政党、智库和国
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挑战，唯有携
手合作方是发展之道。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
自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
次深刻阐释这一理念。从联合国总部

到日内瓦万国宫，从“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到中共十九大报告，再
到此次全球性的政党对话会，这一饱
含东方智慧与世界情怀的倡议日益
深入人心，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
赞同，正一步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我们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民福
祉为目标的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我
认为习近平主席明确点出了所有与
会政党的共同价值。” 柬埔寨人民党
主席、政府首相洪森说。

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为世
界前途指明了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我们所
有人带来更多希望。” 乌干达全国抵
抗运动副总书记陶德旺认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正以实实在在的
行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探索新型政党关系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
政党作为国家政策的源头， 对各

国国内发展和对外交往具有重要影
响。 习近平在讲话中呼吁各国政党志
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
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

“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
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执政
理念，这一天齐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

有着多年从政经验的美国共和

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帕克连连对会议
的规模和范围表示“惊讶”：“尽管我
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制度、拥有不同的
世界观， 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期待，那
就是构建一个和平合作繁荣的国际
环境。我们寻求公约数，加强合作是
唯一的办法。”

不少与会的外国政党领导人认
为，习近平的倡议说出了大家的共同
愿望和普遍心声。

埃塞俄比亚革命民主阵线副主
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说，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与非洲各国政党分享发展经
验，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同我们构建
平等的合作关系， 这是我们合作的基
础。”吉布提争取人民进步联盟总书记
达瓦莱期待，这种良好的政党关系，不
仅扩展为良好的中非关系， 最终更能
实现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

肩负大党大国担当
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所
作的庄严承诺，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
崇高的价值信念，赢得与会各国政党
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伟大使命。
与会各国政党领导人对新时代中国
的世界角色有着高度期待。

———为世界和平安宁注入更多
稳定性。

“中国共产党是追求和平的政
党，不仅为中国、更为世界的和平稳

定而奋斗。”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主席、众议院副议长菲利普说，中国
的作为让世界各国看到，外交途径比
武力更容易解决问题。

———为世界共同发展带来更多
新机遇。

“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世界提
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达瓦莱表示，“一
带一路”建设将有力促进区域和国家
间的互联互通，吉方希望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同中方开展更多合作。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新贡献。

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络，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际交流等渠道，倾
听不同声音，同其他政党分享治国理
政经验，一起探讨应对共同挑战。

未来5年， 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
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
的机会；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
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
治对话平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彰
显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与担当。

“我十分赞同世界各国政党在多
边框架下进行自由讨论，充分了解其
他各方的理念。”菲利普说，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世界不
同政党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
重要平台。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各方面智慧
和力量。从北京出发，中国共产党将
继续以开放的眼光、 开阔的胸怀，同
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 交流互鉴，
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前行，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

新的平台已经铸就， 未来可期、
成果可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构筑美好世界的历史担当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荨荨（紧接1版）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
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
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第一， 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
献。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
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主动参与
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中国将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
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
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第二， 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
献。中国共产党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愿意为中
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根据中共十九
大的安排，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
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
将造福中国人民，也将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我们倡议世界
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努力推
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第三， 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作贡献。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
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 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
运用。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
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 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
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 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
间友好。未来5年，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
交流的机会。 我们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
之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
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开幕式前，习近平与外方主要嘉宾握手并合影留念。
开幕式后，高层对话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

府首相洪森，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主
席团副书记热列兹尼亚克，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安东尼·帕克，埃
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在全体会议上分
别致辞，高度评价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
世界的主张，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及第一次
全体会议。

丁薛祥、杨洁篪、杨晓渡、陈希、黄坤明、蔡奇等出席相关活动。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

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
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600多名中外方代表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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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隆重开幕， 来自
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的领导人聚首北京，分享治党治国
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的主旨讲话，
呼吁各国政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
握人类进步大势、 顺应人民共同期
待，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赢得与会代表广泛认同。

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描绘人类发展美好愿景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家园。身处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格局已然形成。面对彼此，是为争权
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还是顺
应时代潮流共迎挑战共谋发展？

两种选择，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
危机， 一种则指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答案不言而喻。

站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国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
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事关人
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
智慧。” 受邀与会的西班牙中国政策
观察中心主任胡里奥说，随着全球化
不断推进，任何一个政党、智库和国
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挑战，唯有携
手合作方是发展之道。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
自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
次深刻阐释这一理念。从联合国总部

到日内瓦万国宫，从“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到中共十九大报告，再
到此次全球性的政党对话会，这一饱
含东方智慧与世界情怀的倡议日益
深入人心，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
赞同，正一步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我们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民福
祉为目标的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我
认为习近平主席明确点出了所有与
会政党的共同价值。” 柬埔寨人民党
主席、政府首相洪森说。

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为世
界前途指明了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我们所
有人带来更多希望。” 乌干达全国抵
抗运动副总书记陶德旺认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正以实实在在的
行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探索新型政党关系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
政党作为国家政策的源头， 对各

国国内发展和对外交往具有重要影
响。 习近平在讲话中呼吁各国政党志
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
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

“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
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执政
理念，这一天齐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

有着多年从政经验的美国共和

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帕克连连对会议
的规模和范围表示“惊讶”：“尽管我
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制度、拥有不同的
世界观， 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期待，那
就是构建一个和平合作繁荣的国际
环境。我们寻求公约数，加强合作是
唯一的办法。”

不少与会的外国政党领导人认
为，习近平的倡议说出了大家的共同
愿望和普遍心声。

埃塞俄比亚革命民主阵线副主
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说，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与非洲各国政党分享发展经
验，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同我们构建
平等的合作关系， 这是我们合作的基
础。”吉布提争取人民进步联盟总书记
达瓦莱期待，这种良好的政党关系，不
仅扩展为良好的中非关系， 最终更能
实现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

肩负大党大国担当
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所
作的庄严承诺，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
崇高的价值信念，赢得与会各国政党
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伟大使命。
与会各国政党领导人对新时代中国
的世界角色有着高度期待。

———为世界和平安宁注入更多
稳定性。

“中国共产党是追求和平的政
党，不仅为中国、更为世界的和平稳

定而奋斗。”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主席、众议院副议长菲利普说，中国
的作为让世界各国看到，外交途径比
武力更容易解决问题。

———为世界共同发展带来更多
新机遇。

“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世界提
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达瓦莱表示，“一
带一路”建设将有力促进区域和国家
间的互联互通，吉方希望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同中方开展更多合作。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新贡献。

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络，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际交流等渠道，倾
听不同声音，同其他政党分享治国理
政经验，一起探讨应对共同挑战。

未来5年， 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
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
的机会；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
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
治对话平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彰
显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与担当。

“我十分赞同世界各国政党在多
边框架下进行自由讨论，充分了解其
他各方的理念。”菲利普说，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世界不
同政党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
重要平台。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各方面智慧
和力量。从北京出发，中国共产党将
继续以开放的眼光、 开阔的胸怀，同
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 交流互鉴，
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前行，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

新的平台已经铸就， 未来可期、
成果可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12月1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隆重开幕， 来自
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的领导人聚首北京，分享治党治国
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的主旨讲话，
呼吁各国政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
握人类进步大势、 顺应人民共同期
待，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赢得与会代表广泛认同。

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描绘人类发展美好愿景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家园。身处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格局已然形成。面对彼此，是为争权
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还是顺
应时代潮流共迎挑战共谋发展？

两种选择，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
危机， 一种则指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答案不言而喻。

站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国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
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事关人
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
智慧。” 受邀与会的西班牙中国政策
观察中心主任胡里奥说，随着全球化
不断推进，任何一个政党、智库和国
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挑战，唯有携
手合作方是发展之道。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
自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
次深刻阐释这一理念。从联合国总部

到日内瓦万国宫，从“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到中共十九大报告，再
到此次全球性的政党对话会，这一饱
含东方智慧与世界情怀的倡议日益
深入人心，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
赞同，正一步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我们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民福
祉为目标的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我
认为习近平主席明确点出了所有与
会政党的共同价值。” 柬埔寨人民党
主席、政府首相洪森说。

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为世
界前途指明了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我们所
有人带来更多希望。” 乌干达全国抵
抗运动副总书记陶德旺认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正以实实在在的
行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探索新型政党关系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
政党作为国家政策的源头， 对各

国国内发展和对外交往具有重要影
响。 习近平在讲话中呼吁各国政党志
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
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

“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
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执政
理念，这一天齐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

有着多年从政经验的美国共和

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帕克连连对会议
的规模和范围表示“惊讶”：“尽管我
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制度、拥有不同的
世界观， 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期待，那
就是构建一个和平合作繁荣的国际
环境。我们寻求公约数，加强合作是
唯一的办法。”

不少与会的外国政党领导人认
为，习近平的倡议说出了大家的共同
愿望和普遍心声。

埃塞俄比亚革命民主阵线副主
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说，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与非洲各国政党分享发展经
验，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同我们构建
平等的合作关系， 这是我们合作的基
础。”吉布提争取人民进步联盟总书记
达瓦莱期待，这种良好的政党关系，不
仅扩展为良好的中非关系， 最终更能
实现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

肩负大党大国担当
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所
作的庄严承诺，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
崇高的价值信念，赢得与会各国政党
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伟大使命。
与会各国政党领导人对新时代中国
的世界角色有着高度期待。

———为世界和平安宁注入更多
稳定性。

“中国共产党是追求和平的政
党，不仅为中国、更为世界的和平稳

定而奋斗。”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主席、众议院副议长菲利普说，中国
的作为让世界各国看到，外交途径比
武力更容易解决问题。

———为世界共同发展带来更多
新机遇。

“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世界提
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达瓦莱表示，“一
带一路”建设将有力促进区域和国家
间的互联互通，吉方希望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同中方开展更多合作。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新贡献。

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络，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际交流等渠道，倾
听不同声音，同其他政党分享治国理
政经验，一起探讨应对共同挑战。

未来5年， 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
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
的机会；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
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
治对话平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彰
显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与担当。

“我十分赞同世界各国政党在多
边框架下进行自由讨论，充分了解其
他各方的理念。”菲利普说，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世界不
同政党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
重要平台。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各方面智慧
和力量。从北京出发，中国共产党将
继续以开放的眼光、 开阔的胸怀，同
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 交流互鉴，
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前行，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

新的平台已经铸就， 未来可期、
成果可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12月1日下午， 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隆重开幕， 来自
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的领导人聚首北京，分享治党治国
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的主旨讲话，
呼吁各国政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
握人类进步大势、 顺应人民共同期
待，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赢得与会代表广泛认同。

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描绘人类发展美好愿景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家园。身处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格局已然形成。面对彼此，是为争权
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还是顺
应时代潮流共迎挑战共谋发展？

两种选择，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
危机， 一种则指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答案不言而喻。

站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国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
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
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事关人
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
智慧。” 受邀与会的西班牙中国政策
观察中心主任胡里奥说，随着全球化
不断推进，任何一个政党、智库和国
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挑战，唯有携
手合作方是发展之道。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
自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倡议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
次深刻阐释这一理念。从联合国总部

到日内瓦万国宫，从“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到中共十九大报告，再
到此次全球性的政党对话会，这一饱
含东方智慧与世界情怀的倡议日益
深入人心，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
赞同，正一步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我们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民福
祉为目标的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我
认为习近平主席明确点出了所有与
会政党的共同价值。” 柬埔寨人民党
主席、政府首相洪森说。

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为世
界前途指明了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我们所
有人带来更多希望。” 乌干达全国抵
抗运动副总书记陶德旺认为，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正以实实在在的
行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探索新型政党关系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
政党作为国家政策的源头， 对各

国国内发展和对外交往具有重要影
响。 习近平在讲话中呼吁各国政党志
存高远、敢于担当，着眼本国和世界，着
眼全局和长远，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

“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 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
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执政
理念，这一天齐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

有着多年从政经验的美国共和

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帕克连连对会议
的规模和范围表示“惊讶”：“尽管我
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制度、拥有不同的
世界观， 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期待，那
就是构建一个和平合作繁荣的国际
环境。我们寻求公约数，加强合作是
唯一的办法。”

不少与会的外国政党领导人认
为，习近平的倡议说出了大家的共同
愿望和普遍心声。

埃塞俄比亚革命民主阵线副主
席、政府副总理德梅克说，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
基础上与非洲各国政党分享发展经
验，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同我们构建
平等的合作关系， 这是我们合作的基
础。”吉布提争取人民进步联盟总书记
达瓦莱期待，这种良好的政党关系，不
仅扩展为良好的中非关系， 最终更能
实现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

肩负大党大国担当
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所
作的庄严承诺，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
崇高的价值信念，赢得与会各国政党
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伟大使命。
与会各国政党领导人对新时代中国
的世界角色有着高度期待。

———为世界和平安宁注入更多
稳定性。

“中国共产党是追求和平的政
党，不仅为中国、更为世界的和平稳

定而奋斗。”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主席、众议院副议长菲利普说，中国
的作为让世界各国看到，外交途径比
武力更容易解决问题。

———为世界共同发展带来更多
新机遇。

“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世界提
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达瓦莱表示，“一
带一路”建设将有力促进区域和国家
间的互联互通，吉方希望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同中方开展更多合作。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新贡献。

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络，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际交流等渠道，倾
听不同声音，同其他政党分享治国理
政经验，一起探讨应对共同挑战。

未来5年， 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
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
的机会；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
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
治对话平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彰
显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与担当。

“我十分赞同世界各国政党在多
边框架下进行自由讨论，充分了解其
他各方的理念。”菲利普说，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世界不
同政党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
重要平台。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各方面智慧
和力量。从北京出发，中国共产党将
继续以开放的眼光、 开阔的胸怀，同
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 交流互鉴，
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前行，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

新的平台已经铸就， 未来可期、
成果可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