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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从我国战国时代
的曾侯乙青铜尊盘，到沙特阿拉伯参展的公
元前4000年的石雕人像；从印度的铜犀牛，
到柬埔寨的石雕金翅鸟残片……5月 15日，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大美亚细亚——
亚洲文明展”，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
参观。来自我省的三彩载丝骆驼、田延和造
像等十多件（组）文物珍品，更是受到参观者
的关注。

5 月 13 日开幕的“大美亚
细亚——亚洲文明展”，是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文
化活动之一，由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
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
办。展览汇集了包括
中国在内的亚洲全部
47个国家及希腊、埃及
两个文明古国伙伴的
400 多件（组）珍贵文物，
充分展示出亚洲历史悠久、
文化融合、多元共生的文明特
征，彰显了亚洲文明之间对话、交
流、互鉴的轨迹。

此次展览从河南各地调集了十多件
（组）文物珍品，包括来自河南博物院的田延
和造像、杂剧舞蹈砖俑，洛阳博物馆的三彩
牵驼俑、三彩载丝骆驼，焦作市博物馆的五
层彩绘陶仓楼，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三
彩打马球俑等。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展览是我国首次举办，亚洲大家

庭共同参与、通力合作的亚洲文明专题展
览，参展国家数量、文物数量和精致程度前
所未有。河南参展的三彩骆驼、陶仓楼、彩
绘乐舞陶女俑等都深受游客喜爱。

在三彩载丝骆驼前，来自北京的张女士
和朋友细细看了 5分多钟。她告诉记者，今
年“五一”她和家人刚去过河南博物院，河南
厚重的历史、精致的馆藏文物给她留下了深

刻印象。“上次没去成洛阳，看了这
次展出的三彩骆驼，也算弥补

了自己的一点遗憾。”她说。
“这次展览内容非常

丰富，让更多人能感受
到亚洲文明之美，也为
大家相互交流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来
自韩国的游客金正勋
告诉记者，他此次中国
之行中，河南将是重要
一站，少林寺、龙门石

窟、云台山……他和朋友
都非常期待能亲身感受中

原文化的魅力。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表示，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文物古迹数
不胜数，形象地说就是“伸手一摸就是商周文
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河南无比珍视
这些历史瑰宝，也希望通过与更多文明的交
流互鉴，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文化基因靓起来。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1日。③8
上图 游客在参观三彩牵驼俑。本报记

者 陈小平 摄

习近平
谈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
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
展的重要动力。”

——2014年 3月 27日，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的演讲

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
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2014年 6月5日，北京，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

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
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
鉴、融合的宏伟画卷。”

——2015年 9月 28日，纽约，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
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
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
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的纽带。”

——2017年1月，日内瓦，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
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
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2017年 5月 14日，北京，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我们要积极建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
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
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
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
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2019年 4月 26日，北京，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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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珍品文物惊艳亚洲文明展

文明对话正当时 万紫千红总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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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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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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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在交响互动大合唱《我们的亚细亚》中
震撼开场。来自多国的青年歌手和联合乐团共
同演唱这首嘉年华活动主题曲。舞台上，亚洲
各国青年高举本国国旗，在少年儿童簇拥下登
场，汇聚成旗帜的海洋。舞台下，各国代表乘花
车巡游而过。舞蹈《火之激情》融汇了9个国家
独具特色的民族舞蹈。歌曲《风与花的边界》以
高亢悦耳的歌声唱出欢聚的友情。中、日、韩鼓
手共同演奏打击乐《鼓舞飞扬，百舸竞渡》，铿锵
的鼓点奏出亚洲奋进的昂扬。手姿舞蹈《丝路
绽放》描绘出丝绸之路穿越古今，世界各国共建

共享幸福未来的美好愿景。京剧表演《盛世梨
园》将中国国粹之美呈现得淋漓尽致。意大利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中国音乐
家的伴奏下演唱歌剧《图兰朵》选段《今夜无人
入睡》。歌舞《亚洲风情》奉上各国风格各异的
歌舞。武术《墨之韵》抒发出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怀。舞蹈《吉祥吉
祥》以孔雀开屏和彩蝶飞舞传递美丽的祝福。
舞蹈《青春亚洲》舞动时尚，唱响未来。在《友谊
地久天长》的乐曲中，各国艺术家欢歌曼舞。歌
舞《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由中外歌唱家和舞
蹈家共同呈现，留住友谊，不忘朋友。合唱《光
耀亚洲》唱出亚洲人民命运与共，共享幸福梦的
共同心声，将演出推向高潮。在经久不息的掌
声和乐曲声中，演出落下帷幕。

今夜的“鸟巢”激情澎湃，今夜的北京惊艳
世界！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毅、何立
峰等出席，黄坤明主持活动。

亚洲文化嘉年华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重
要活动之一，约 3万名观众现场欣赏了这一文
化盛宴。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开幕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

“对于那些鼓吹文明冲突论的人，我想要说的是，
这是巨大的错误，真正的文明是不会发生冲突的，
真正的文明会发生对话。”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对世界各国数千年来密切
联系的深深致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

“亚洲文明起源相似、发展历程相近，拥有共同的
发展未来。我们的团结、和谐相处能不能实现，关
键在于能否理解、了解彼此文明。”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纵观当今世界，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
突，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恰逢其时。”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

“当今世界一些冲突问题令人担忧，严重影响文化
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人类命运，因此最紧迫的是加
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对人类的责任感，为互学互
鉴创造条件，共同推进发展进程。”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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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鸟巢”举行。这是武术节目《墨之韵》。 新华社发

习近平两次倡议，得到积极响应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年年会上

在2014年
上海亚信峰会上

“中方倡议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等形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
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谁来参加

●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
出席有关活动

●柬埔寨、希腊、新加坡、斯里兰卡、亚美尼亚
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蒙古国领导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

●对亚洲国家全覆盖，2000余人参加

大会主题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

主要内容

开幕式 亚洲文化嘉年华

活动丰富

亚洲文明周活动 6个平行分论坛

关于大会，你了解多少？

亮点多多，值得期待

110多项相关活动
●开幕式
●亚洲文化嘉年华
以亚洲“心连心共未来”为理念

●亚洲文明周
亚洲文明巡游、亚洲文化展演、亚洲文化旅

游展、亚洲影视周、亚洲文明联展
●亚洲美食节
在北京、杭州、广州、成都4个城市举办

福利多多

看展览——“亚洲文明联展”
艺术展

大道通融——亚洲艺术作品展
在中国美术馆5月 10日开幕

文物展

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
5月 13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看演出——“亚洲文化展演”
“亚洲芭蕾之夜”

于5月 14日在北京天桥剧场开幕
还可以欣赏到音乐会、喜剧、舞蹈等艺术盛宴

看电影——“亚洲影视周”
“2019亚洲电影展”
将于5月 16日至23日

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举行
来自亚洲 3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 60余部电影佳作将走上大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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