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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 不是被海洋
分割成了各个孤岛， 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
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
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
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提出集思广益、增
进共识，努力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 彰显
了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刻的哲学思想、深广的天下情
怀，为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孕育了生命、连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当今世
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海洋问题形势严
峻，制约着人类社会和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
治理的重要领域，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成为国际社会
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主席深刻洞察人类前
途命运和时代发展大势， 敏锐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
的历史性变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
念。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内容。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
洋领域的具体实践， 是中国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
海洋治理领域贡献的又一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必将有力推动世界发展进步，造福各国人民。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的有力抓手。当今世界，尽管冷战早已结束，然而冷战
思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走出冷战思维窠臼，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树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平等
协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促
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合力维护海洋和
平安宁，共同增进海洋福祉，才能促进海洋发展繁荣，
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海
上合作实践的行动指南。600多年前，著名航海家郑和
七下西洋，留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千古佳
话。当今世界，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
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大倡议。几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
建设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展
现出旺盛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再过几天，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开幕。高扬合
作之帆，深化务实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和平发展繁荣，
给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家园。海军作为国家海上力
量主体， 对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良好秩序负有重要
责任。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
对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
全之路，是维护海洋和平安宁的治本之策。正如这次
多国海军活动所表明的， 中国海军将一如既往同各
国海军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努力
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 始终做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者、维护者和贡献者。

天高海阔千帆进，波涛在后岸在前。构建海洋命
运共同体，是理念也是实践，昭示着海洋和平与繁荣
的光明前景。 中国将同世界各国风雨同舟、 携手同
行，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共同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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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樊永强 梅世雄

在人民海军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出
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
海上阅兵活动。规模空前、精彩纷呈的新时
代海上大阅兵，把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庆典
推向高潮。

来自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来自13个
国家的18艘舰艇远涉重洋，汇聚黄海，共贺
中国海军华诞。

70年波澜壮阔，70载奋进跨越。从长江
之畔的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民海军一路
劈波斩浪，走向远海大洋，逐步发展成为一
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海上武装力量。

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海风习习。
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舰，按照海军最高

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军旗迎风
飘扬。61个国家海军代表团团长，身着盛装，
在西宁舰上期待一个盛大时刻的到来。

13时许，西宁舰犁开洁白的航迹，驶向
阅兵海域。

14时30分许， 检阅舰抵
达阅兵海域。激越昂扬的《分

列式进行曲》响起，海上阅兵正式开始。
检阅舰舰艏左前方，苍茫海天间，出现

一条战舰长龙。
海面上，32艘中国海军受阅舰艇编成潜

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助
舰群和航母群，破浪驶来。天空中，战机梯队
呼啸临空。

此时，阅兵海域雨雾弥漫，能见度仅百
余米。

“大国重器”震撼亮相。首先接受检阅的
是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它带领下，其他7
艘潜艇逐一通过检阅舰。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向历史的告
慰：向海则兴，背海则衰。中国正迈向建设海
洋强国的崭新征程，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
代夙愿正逐步变为现实。

“同志们好！”统帅的亲切问候，在受阅
官兵心中激荡。

“主席好！”受阅官兵的铿锵回答，表达
了士兵对统帅的赤胆忠诚。

黄海波飞浪卷，巨舰劈波向前。
由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领航

的驱逐舰群，踏浪而来，气势如虹。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对未来的宣

言：不能制海，必为海制。在大风大浪、远海
大洋中淬炼成长的人民海军，有信心、有能
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信心、
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水兵的飘带迎风飞扬，
蓝色迷彩与大海浑然一体。

执行首批亚丁湾、 索马

里护航任务的武汉舰、海口舰，在战火纷飞
的也门撤离多国侨民的临沂舰，多次赴海外
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和平方舟医院船
……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
国海军一次次走出国门，担负起一支大国海
军的责任与担当。

如同移动的海上山岳，“辽宁号”航空母
舰破浪而来。

海军副司令员邱延鹏说：“中国海军始
终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始终做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者、维护者和贡献者。”

15时许，西宁舰调整航向，划出一道白
练，恰如一条友谊的纽带连接中外。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军种
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

俄罗斯、泰国、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的18
艘舰艇，悬挂代满旗，按照作战舰艇、辅助舰船
的顺序，按吨位大小从检阅舰前依次驶过。

广袤的大海见证了中国海军的胸襟与
自信。截至4月，人民海军先后100多次出访
94个国家138个港口，与外军联演联训60余
次，37个国家的344艘次舰艇先后访华。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梦想。
“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

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 而是被海洋连结成
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习近平
主席在当日上午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的重
要讲话，引起强烈共鸣。

15时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
声中，气势宏大的海上阅兵圆满结束。

豪情，洒满航程；海洋，联通世界。
中国黄海上的和平乐章， 必将远播四

海、响彻寰宇！
（据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奏响新时代海上和平乐章
———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纪实

� � � � 4月23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
图为“辽宁”号航空母舰。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图为“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 � � �图为“南昌”号导弹驱逐舰。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
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
团长并发表重要讲话。 海外华侨
华人和中资机构代表认为，习近平
主席在讲话中强调的“海洋命运共
同体”重要理念对于推动各国海军
深化务实合作，合力维护海洋和平
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缅甸曼德勒缅中友好协会
副主席、缅北中华商会秘书长李
祖清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
中强调各国海军应该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
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走互
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再次表
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以及与
世界人民共同走互利共赢道路
的意愿。

新西兰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
张培军表示，“海洋命运共同体”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 海洋的和平安宁需要共同维
护。 新西兰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向南太平洋的自然延伸， 海洋
安全对两国贸易非常重要。 双方
应该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
务实合作， 携手应对南太平洋地
区的共同威胁和挑战。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驻
埃及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逢生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彰显了中国
积极维护海洋和平与良好秩序
的决心。我们期待人民海军为促
进海上互联互通、推动蓝色经济
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流、提供
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作出新
的贡献。

海外华侨华人热议:

合力维护
海洋和平安宁

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在青岛集
体会见了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
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向出席活动的
各国海军官兵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孕育了生命、联
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
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
孤岛， 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
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 需要共同维护，倍
加珍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奉行防
御性国防政策， 倡导树立共同、 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中国军队始终高

举合作共赢旗帜， 致力于营造平等互信、
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海军作
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对维护海洋和平安
宁和良好秩序负有重要责任。大家应该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对
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
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
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习近平指出，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
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
紧密，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
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
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中国军
队愿同各国军队一道，为促进海洋发展繁
荣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表示，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关爱海洋。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
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
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高度重视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
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
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
蓝天。中国海军将一如既往同各国海军加
强交流合作， 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保
障国际航道安全，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
安全产品。

习近平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国家
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
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坚持
平等协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加强区域
安全合作，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这次
多国海军活动，将召开以“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为主题的高层研讨会，希望大家

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努力为推动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泰国海军司令乐猜海军上将代表来华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
海军活动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对习近平主席
拨冗会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热烈祝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感谢中
国政府、军队和海军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包括海洋命运共同体方面作出的
积极贡献和不懈努力，坚信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倡议必将推动各国海军携手合
作，为维护海洋和平与繁荣作出时代的贡
献。

会见前，习近平同出席海军成立70周
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合影。

许其亮、丁薛祥、魏凤和、王毅等陪
同会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举行

习近平集体会见外方代表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