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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场平行论坛精彩纷呈——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以全球视野挖掘亚洲文明新价值
本报讯（记者 孙杰）交流治国理政
经验、维护文明多样性、文化旅游促交
往、青年责任如何传承……昨天下午，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 6 场平行分论坛同时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围绕“亚洲文
明”这一核心命题，中外嘉宾坦诚交流，
以全球视野挖掘亚洲文明的新价值。聚
焦共同命运，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贡献智慧，成为与会者的共同心声。
共享文明智慧，共建美丽亚洲。在
“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论坛
上，18 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着“政治
文明的亚洲智慧”、
“ 造福人民的亚洲方
案”和“命运与共的亚洲未来”3 个分议
题，开展对话研讨。
“ 保持和发展亚洲不
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能够为亚洲
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和解与进步做出
宝贵贡献。”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前秘书

长拉希德·阿利莫夫认为，对话具有重大
的政治和道德价值。东盟秘书处副秘书
长穆赫坦也强调，促进亚洲不同文明不
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加强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将促进亚洲国家共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对话既是一场人文盛事，也是一场
思想盛宴。
“ 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分论
坛以“多彩亚洲、共创未来”为主题，阿富
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 14 个亚洲国家常
驻教科文组织大使和 44 个亚洲国家的知
名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平等共生、互鉴
共享、传承发展的亚洲多元文明。
旅游是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
道。当日，在“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分
论坛上，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
员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柬埔寨旅游部
大臣唐坤、老挝信息文化旅游部部长波

显坎·冯达拉等多位重量级嘉宾，分别发
表“旅游发展、文化建设与区域形象认
同”、
“ 文化遗产走入当代生活”和“文化
旅游合作与民心相通”的主题演讲，为亚
洲各国文化和旅游深入对接，架起一座
沟通的桥梁。
“青年是亚洲文明的守护者。”
“亚洲
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分论坛上，
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用自己的成长
经历，生动阐释着这一观点。来自亚洲
13 个国家的青年组织及青年，围绕“青年
使命”
“青年参与”等议题畅所欲言，引发
现场所有人对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和谐
共生的深入思考。
亚洲价值，全球共享。在“亚洲文明
全球影响力”分论坛，来自亚洲及欧洲、
美洲地区的政府官员、著名专家学者、资
深媒体人和艺术家作为演讲嘉宾，深入

探讨亚洲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使命新
作为。
“以全球视野深入挖掘亚洲文明的
价值内涵，以现代科技推动亚洲文明的
创新发展，以携手并肩讲好亚洲文明的
时代故事。”现场，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局长聂辰席分享了三点共
识。柬埔寨新闻部部长乔干那烈认为，
亚洲文明是一个对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
都很有价值的话题，因为这里是伟大文
明的发源地。
文明交流互鉴，也离不开智库的积
极参与和智力支持。在“亚洲文明互鉴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上，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当今世界，只有
通过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
力。而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中国文明、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贡
献的东方智慧。

提供亚洲方案、亚洲模式；做深教育对
话，让教育为人类文明传承创新服务；
做细心灵对话，引导各国青年朋友们争
当亚洲文明交流的传承者、亚洲共同发
展的践行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者；做好精神对话，让各国人民享受更
富内涵的精神生活。
昨天的分论坛上，中国教育部副部
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主任田学军和教科文组织社科助理总干
事诺达·阿尔纳什夫还签署了《丝绸之路
青年学者资助计划信托基金协议》，
中国
将提供 100 万美元资助 35 岁以下各国青
年学者进行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和交流。
据悉，这是中国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合作设立的第一个社科领域国际学
术资助项目。
“ 希望这个项目能为各国
提供合作共赢的思路，成为通过教科文
组织平台宣传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抓手，为‘一带
一路’倡议提供国际学术和舆论支撑。”
相关负责人表示。

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论坛开始前，
各国代表在会场留影。
本报记者 邓伟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
朱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 15 日下午出席亚洲国家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论坛并发表主
旨演讲，
强调要着眼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加强亚洲
各国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为各国共同
发展贡献智慧，
为亚洲文明进步提供
思想助力。
黄坤明指出，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描绘了建设和平安宁、
共同繁荣、
开放
融通亚洲的美好愿景，
提出了促进亚
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主张，
为共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了中国智慧，
为亚洲各国推进治国
理政、
实现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
国始终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坚定不移
走自己的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
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以
改革为动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
力，坚持以开放促发展、在拥抱世界
融入世界中造福世界，
坚持加强和完
善党的领导、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大大深化了对治国理政
规律的认识。
此次分论坛是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 6 个平行分论坛之一，来自 50 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 300 位嘉宾参
加。会前，
黄坤明会见了参加各分论
坛的外方重要嘉宾。

文旅合作推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游领域的合作，构建多层次政策协调对
接机制，共同制定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政
策，实施一批务实的文化和旅游合作项
目，
促进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深度对接。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
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谈到两国旅游往
来时说，希望泰国将来能对中国游客实
行免签，
让中国游客到泰国旅游更便捷。
在两场分议题讨论后，中国旅游研
究院院长戴斌发布了《亚洲旅游合作交
流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与亚洲其他
国家和地区互为最重要的客源地和目
的地，自 2000 年以来，亚洲游客占中国
外国人入境市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
60%以上，在 2018 年选择出国旅游的公
民中，超过七成去了亚洲，尤其是旅游
设施较为完善，与中国旅游交往历史悠
久的日韩及东南亚国家。

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

亚洲文明注入青春正能量
期间，200 多名北京冬奥会工作人员到
平昌学习。现在进入北京冬奥时间，平
昌冬奥会的 5 名项目负责人，也成为我
们的外聘专家，指导北京冬奥筹备工
作。通过薪火相传的方式，推动人类文
明交流。”此外，她还号召青年人要借助
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影响力，做构
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锋。
青年是亚洲文明的守护者。霍英
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认为文明对话的
关键是“从我做起”，他用自己的成长经
历阐释这一观点。
“ 我的根在内地，生在
香港，学在英国，工作行走在亚洲乃至
全球。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结交当地
的好朋友，相互分享思想，当然还有各
种美食。这些虽然看起来只是点点滴
滴，但其实就是文明对话，涓滴汇聚就
是文明海洋。
”

自实际发展情况出发，
尊重世界文明的
多样性，
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体
制；
促进亚洲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
流对话，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通过
互动互鉴，
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在总结
发言中指出，
开展亚洲国家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
是一场彰显尊重和包容的
人文盛事，
是一场增进理解和信任的
友谊盛会，
是一场谋求互利和共赢的
思想盛宴。亚洲各国应以造福亚洲
人民为共同价值追求，凝聚发展智
慧，
共享发展思路，
形成发展共识，
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亚洲方案。

三本新书助力中外交流
本报讯（记者 陈强）昨天下午，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分论坛上，
《中国关键词：
治国理
政篇》
《亚洲主要文明相互认知度调
查报告》
《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评估报告》先后发布，有望为增进中
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关键词：治国理政篇》以
15 个语种中外文对照的形式发布，
依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党的十
九大报告，分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统筹推进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等 14 个部分，共 121
个词条。

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

本报讯（记者 张小英）昨天下午，
在“亚洲文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
平行分论坛上，来自 13 个亚洲国家的青
年机构和青年组织、联合国志愿人员组
织的负责人，以及亚洲各国文化、经济、
学术、媒体、公益等领域的中外优秀青
年代表近 300 人，围绕“文明互鉴、构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与青年使命”
“ 亚洲文
明传承创新与青年参与”等议题进行了
主旨演讲和专题研讨。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
科为亚洲青年提出三点建议：
“ 求同存
异，做亚洲和平文化的践行者；开放合
作，做亚洲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
鉴，做亚洲文明振兴的贡献者。”
青年是亚洲文明的宣传者。全国
青联副主席、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
会主席杨扬说，
“2018 年在平昌冬奥会

加强经验交流互鉴
促进亚洲共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强)上海合作组织
秘书处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表
示，
自古以来，
亚洲文明的对话促进了
文化的交融、知识的交流、文明的繁
荣，
典型的例子就是伟大的古丝绸之
路。当前国际关系正处于深刻变革的
时代，
保持和发展亚洲不同文明之间
的对话与合作，
能够为亚洲不同文化
和文明之间的和解与进步作出宝贵贡
献，
具有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价值。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穆赫坦强
调，
不同文明、
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汇聚
交融，
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为了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亚洲国家应从各

百万美元资助丝路学术研究

本报讯（记者 李怡 赵鹏）昨天，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文化旅游与人民交
往”分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发布的《亚
洲旅游合作交流报告》显示，中国与亚
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互为最重要的客源
地和目的地，2000 年以来亚洲游客占我
国外国人入境市场比重基本在 60%以
上，2018 年选择出境游的中国公民超七
成去了亚洲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表示，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而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
的重要渠道，
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国家
交往的重要途径。多彩、平等和包容的
文明交流互鉴是未来发展的主基调，各
国应重视文化旅游在人民交往和文明互
鉴中的独特作用，进一步深化文化和旅

黄坤明在亚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论坛上强调

“互动互鉴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维护文明多样性

本报讯（记者 任珊）在昨天举行的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上，
来自阿富汗、
柬埔寨、
马来西亚等 14 个亚洲国家常驻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大使和 44 个亚洲国家知名学
者、
专家齐聚分论坛，
共话
“维护亚洲文明
多样性”
。会上，
《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资助
计划信托基金协议》正式签署，
中国将提
供 100 万美元资助 35 岁以下各国青年学
者进行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和交流。
亚洲多元文明平等共生、互鉴共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李炳铉表
示，
过去 70 年来，
他们一直致力于建立全
球化的平台和空间，
让全世界的人们能走
到一起、
相互学习，
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寻求
解决全球与地区发展问题的可持续方法。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推动
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从维护亚洲文明多样性的视角“多
看”
“ 多思”
“ 多做”
“ 多行”。他表示，要
做实人文对话，努力让亚洲文明交流互
鉴为世界文明对话、人类文明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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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主要文明相互认知度调查
报告》显示，加强亚洲各类文明的相
互认知和了解，
在共有的历史记忆上
形成亚洲文明的共识，
是亚洲各国人
民的共同意愿。因此，
寻找亚洲文明
的共性与共识，
探索不同文明之间的
对话基础及交流互鉴方式，求同存
异、合作共赢，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
体、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评估
报告》显示，
亚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呈
现出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的特点。
亚洲各国既需要正视现实、
虚心学习，
努力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
水平，
也需要增强自信、发挥优势，
不
断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建设更
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昨天，
境外媒体记者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新闻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互动区体验书法艺术。当天，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本报记者 方非摄

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

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东方智慧
本报讯（记者 李拓 孙杰）昨天下
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行“亚洲文明
全球影响力”平行分论坛。论坛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以“亚洲价值、全球
共享”为主题。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240 多名中外代表，交流分享了亚
洲文明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共同探
讨亚洲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使命新
作为。
“亚洲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局长聂辰席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他说，积淀数千年的亚洲文明及其所
蕴含的宝贵价值，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精神支持和心灵慰藉，更为我们团结
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更好满足世
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东
方智慧”。他还在现场分享三点共识：
要以全球视野深入挖掘亚洲文明的价
值内涵，以现代科技推动亚洲文明的
创新发展，以携手并肩讲好亚洲文明
的时代故事。
柬埔寨新闻部部长乔干那烈认为，

亚洲文明是一个对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
都很有价值的话题，因为这里是伟大文
明的发源地。直到今天，亚洲文明还仍
然在影响着人们的心态、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
哲学、
社会结构，
甚至国家的管理。
阿根廷公共传媒管理总局国务秘
书隆巴尔迪表示，如今的阿根廷每年要
庆祝中国春节，这已成为当地的新传
统。他表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已超越
了贸易层面，双方还准备在 2023 年共
同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
“亚洲文明、拉
丁美洲文明一定会有很好的对话。”隆
巴尔迪说。
论坛上，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席
陈道明直接对话印度著名电影演员、导
演阿米尔·汗。在陈道明看来，
正是凭借
着电影这一个非常有效的传播手段，使
得阿米尔·汗演出或导演的作品在中国
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双方还应继
续扩大和加深合作，在互相了解的背景
下将亚洲文化推向世界。
“物质上的富足
会使我们生活变美好，精神上的富足可
能使我们更高尚，更多一份尊重。”陈道
明这一番话，
赢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一带一路”塑造亚洲独特性
本报讯（记者 丰家卫 崔文佳）
15 日下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
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论
坛上，亚洲合作对话秘书长班迪·林
沙军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仅是
有关于国际贸易或者是商品供应方
面的连接性，
它还描述了人类文明之
间的互动，塑造了亚洲的独特性，因
此有必要让“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
的区域平台联系和交流起来，
促进亚
洲文明之间更多的文化互动。
他透露，
他已经在亚洲合作对话
组织当中建议，
把该组织打造成为一
个平台，
进而能够成为
“一带一路”
倡
议的合作伙伴，以实现民心相通、文

化相通。
林沙军表示，
亚洲合作对话机构
现在已经建立，
亚洲合作对话文化协
调中心设在德黑兰，
帮助成员国重解
在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
同时促进亚
洲的文化联系。在最近召开的部长
级会议上，部长们进一步明确，他们
的政治意愿将会继续支持泛亚合作，
来实现亚洲共同体 2030 年的目标。
林沙军强调，
这与中国和教科文
组织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建立一个平台，
实现亚洲共同体这
个目标。亚洲合作对话将会和中国一
起，
和教科文组织一起，
朝着相同的方
向努力，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世界最大智库发出交流合作三点倡议
本报讯（记者 丰家卫 崔文佳）
15 日下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
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论
坛上，
世界最大智库——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
在亚洲文明交
流互鉴的过程中，
离不开智库的积极
参与和智力支持，
他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建立更密切的智库伙伴关
系。以本次大会为契机，
中国社会科
学院愿深化与各国智库的交流合作，
在联合研究、成果共享、人才培养等
方面形成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努力
形成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智库伙
伴关系的常规运行机制。

二是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当今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呼唤
新的理论出现，现有国际关系理论、
世界经济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
贸易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等，
在新的
时期也需要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社
会科学院十分愿意和国内外同行密
切合作，
以理论创新积极回答新时代
的新课题。
三是致力于改善国际舆论环
境。
“我约请在座各位，
并请各位向全
世界学者呼吁，
拿起手中的笔和用自
己的声音，
在扩大影响方面作出自己
的贡献。
”谢伏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