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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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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5月1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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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 电 （记 者 李 忠 发 熊
争 艳 丁 小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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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开幕式前，中外领导人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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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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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讲全文见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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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 电 （记 者 郑 明 达 王
卓 伦 ）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15日晚

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
活动。
王沪宁出席。

孟夏的北京，惠风和畅，万物并秀。夜幕
下，国家体育场“鸟巢”灯光绚烂，青春涌动。
19时59分，在雄壮的《命运共同体》乐曲
声中，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柬埔寨国王西哈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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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尼扬等外方领导 人 及 配 偶 共 同 走 上 主 席
台。
宛若银河的灯光点阵在空中呈现倒计时
数字， 现场观众齐声呼喊：10、9、8、7、6、5、4、
3、2、1！一场以“青春嘉年华，共圆亚洲梦”为
主题的文化盛宴拉开大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热烈欢迎各国嘉宾和
艺术家们。习近平指出，亚洲各国都有古老灿
烂的文化，既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又和谐共
生、交相辉映。亚洲文明的多样性赋予了亚洲
文化更为丰富的色彩、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今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开幕
杜家毫宣布开幕 许达哲致辞

既要有序竞争 又要开放合作
让中国工程机械更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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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艺术将跨越民族、穿透心灵、沟通思想，向
世界展现一个光彩动人的亚洲、 活力澎湃的
亚洲、和平进步的亚洲。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自古就推崇“亲仁善
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人
民真诚希望亚洲各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世
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 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
展，携手共创亚洲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宣布： 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正式
开始！
恢弘的音乐响彻夜空， 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巨型徽标出现在大屏幕上， 象征着亚洲文
明交流对话的六瓣牡丹绽放开来。
荩
荩（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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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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毅、何
立峰等出席。
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 习近平在迎宾厅同外方领导
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中外领导人共
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来自中国、斯里兰卡、
新加坡、希腊、柬埔寨、亚美尼亚的精品文物，
并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明
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举办开幕式、平行
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四大板
块共110余场文明交流活动。约1200名中外嘉
宾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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