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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鲜花美酒而来，为相互
理解而来，这就是文明对话的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
者”宁强这样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他站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分
论坛现场，背后是身着亚洲民族服装
的各国青少年们在准备候场，不同国
家的口音用中文共同唱出一曲《友谊
地久天长》，让歌曲更加意味深长。

宁强毕业于哈佛大学艺术史系，
精通英语、日语、法语、梵文，以更国
际的视野研究敦煌和丝绸之路艺术。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商贸之
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则从文化艺术
的角度让交流连通人心。在国家外交

的大格局下，宁强注意到了地方城市
在其中的发展机遇。“成都等西部城
市，不仅改变了经济格局，也改变了
城市人民的心态，有更宽广的视野，
有全国一盘棋的观念，还有更大的国
际观。”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配
套活动，亚洲美食节同时在北京、成
都、杭州、广州4个城市举办。宁强说，
这是借国家外交的平台让人重新认识
地方城市的强大活力。“这几个城市完
全可以代表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城
市，让世界看到中国各具特色的地方
文化和区域活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明全
球影响力”平行分论坛 15 日下午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以“亚
洲价值、全球共享”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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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印两国电影艺
术家的代表，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主
席陈道明与印度著名电影演员、导演
阿米尔·汗展开专题对话，探讨了电
影发展的不同方向。

塑造过末代皇帝溥仪、《围城》方
鸿渐等传统角色的陈道明，对电影发
展的方向却持以相对开放的观点。他
认为，电影在当下承担了人们了解世
界的鲜活功能，因而传播亚洲文明、
传播亚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
是电影。“但亚洲电影和电视到今天
为止，我不觉得走向了世界，差得还
很远。”陈道明说，欧美文化对于我们
的影响，其实主体也是电影和电视，
所以亚洲47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
只有我们合作了、了解了、和谐了，才
能够把亚洲文化推向世界。

“中国有很好的人才，也有很多
片场。我希望各国电影同仁们来中国
合作，共同把亚洲文化推向世界。”陈
道明说，物质上的富足会使生活变美
好，精神上的富足可使人民之间更高
尚，更多一份尊重。

“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我从来没
有想到要全球化，我想的就是要在内
部。”阿米尔·汗认为，电影是一门讲
故事的艺术，讲故事的方式越诚实，
讲的故事就越好听，观众就越愿意
看。“电影要向内看，与自己沟通，如
果你是诚实的，它会自动地走向世
界。”阿米尔·汗说，亚洲文明对于人
类的思想有巨大贡献，中国的造纸
术、印刷术，印度发明“0”，也是佛教
的发源地，这些文明瑰宝对全世界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下世界多元
交换和沟通的背景下，阿米尔·汗认
为，电影要承担这一思想的价值，带
出亚洲文明的独特，“在努力告诉世
界一个故事之前，先问问，你到底想
说什么？你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陈道明对话阿米尔·汗：
电影的下一个方向，是向外还是向内？

长江学者宁强：
亚洲美食节展现地方城市强大活力

5月15日，出席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
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
表示，正是中国的开放政策，避
免了世界回到以前的冷战上
去。当市场遇到全球化阻力，出
现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政府
应当帮助企业去解决问题。

“我们中国社科院今年成立中国
非洲研究院，就是致力于培养自己的
人才，做好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事情。”在“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论坛上，中国社
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
略智库理事长蔡昉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
带一路”包含人心相通，而人心相通
则通过文明对话来实现。

蔡昉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庞大的主题，是一个几乎包括
文化、文明、历史、人们互相沟通，经

济贸易合作，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
课题。而中国社科院各个研究所，22
个专业智库，都在做人类命运共同
体相关方面的研究，为学者层面沟
通、智库沟通搭建平台。这种沟通，
不是政府对政府，而是政府之外民
间之间的高端沟通。

蔡昉说，沟通是一回事，培训国外
学者也很重要。今年，中国社科院成立
中国非洲研究院，就是要培养自己的
人才，为中非合作培养高端人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摄影 王红强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亚洲乃
至世界各支文明更宜求同存异、相互
包容，扩大共识、加强‘心通’。尊重不
同文明的差异性，坚持文明价值的共
通性。”在平行论坛“亚洲文明互鉴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上，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
致辞，并在之后接受了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的独家采访。

马建堂在致辞中表示，中华文明
注重天下大同，强调四海一家。中华
文明自古以来就有广阔的世界视野，
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大同。提倡开放、
兼容、多元、平等，可以实现“一个世
界，不同文明”“一个文明，不同制度”

“一个制度，不同模式”，也可以实现

“一个制度，不同模式”，以及“一个国
家，不同文化”。君子和而不同，这种
丰富的包容性，对推动当今的全球良
治、减少冲突、迈向和平具有深义。

马建堂说：“中华文明注重以人
为本强调崇仁尚德，重王道、反霸道。
中华文明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助人即是助己。”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的采访时，马建堂表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要构造物质文明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也要构造精神文明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文明共享共建，
互相推动，亚洲人民足够多地交流，
才会进而推动亚洲更好地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

要构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话是文明的起源
百家争鸣是对话产生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如何理
解不同文明产生的冲突，对话中如何
让文明进一步得到发展？

郑永年：对话就是文明的起源，
中国百家争鸣就是对话产生的。文明

冲突不会产生进步，文明之间的战争
不会产生进步，文明是在对话中间产
生进步的。新加坡总统在介绍新加坡
的成功经验，伊拉克总统也在强调现
在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冲突……这些
正是要去解决的，文明本身不会产生
冲突。如果有人利用文明作为资源去
搞冲突，那是很愚蠢的，因为每一个文
明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对话，
就是因为进步。因为利益引起的冲突，
不能把它提高到文明的冲突上去。世
界面临一个大的转型期，这又是机会，
有一些困难要通过对话去解决。

亚洲共同体不排他
是开放性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文明对话
大会提到了“亚洲共识”，您如何理解？

郑永年：共识不是说一个国家提
出一个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共识
就是大家通过共同讨论共同对话产
生的。现在亚洲国家，经济层面的交
往整合，产业链形成已经到了一个非
常高的阶段，不比欧盟、北美低。所以
通过这种文明对话，在亚洲国家之间
形成一个共识，来建立一个亚洲国家
之间的共同体。但这个亚洲共同体不
是封闭的，是开放给西方国家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所以您理
解的亚洲共同体不只是一个地域上
的概念，其实也增加了开放的概念？

郑永年：亚洲共同体不是排他性
的，是开放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要求亚洲之外的国家都来参与这个
进程。“一带一路”我们只提了一个创
意，大家共同参与这个过程，这是非
常重要的。这个不是强加的不是强制
的，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开放
自己的国门，其他国家来参与我们的
经济活动。那么我们现在走出去，“一
带一路”也是去参与其他国家的经济
发展。所以，我们这几年提“人类命运
共同体”就是这个道理，通过互相交
往，大家都在互相进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觉得中
国对外开放，会带给世界哪些影响？

郑永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产阶层的数量和比例
尽管比美国小一点，但绝对数已赶
上美国。华尔街会放弃中国市场吗？
日本会放弃中国市场吗？欧盟会放
弃中国市场吗？没有国家会放弃中
国（市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如何评
价中国这两年对外开放上做的努力？

郑永年：为什么中美之间吵吵闹
闹但中美之间的经贸却没有减少？正
是因为中国的开放政策，避免了这种
冷战的局面。我们现在提人类命运共
同体，不是无中生有的，就是因为经
济的层面、社会的层面、人员的交往
层面，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
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中国市场

各种文
明本没有冲
突，只是要
有欣赏所有
文明之美的
眼睛。

一切生
命有机体都
需要新陈代
谢，否则生
命 就 会 停
止。文明也
是一样，如
果长期自我
封闭，必将
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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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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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
演讲
金句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中国非洲研究院培养中非合作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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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紧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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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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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鸟巢”举行，这是风情舞团《火之激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