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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让文明交融之光照耀未来
—— 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
启迪世界
2019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文
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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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来，中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
为疫
乱交织的世界贡献更多文明智慧，注入更
多文明力量。
当前，世界尚未走出新冠疫情阴霾，
气
候变化等新挑战日益凸显，人类需坚定前
行的方向，汇聚向上的力量。只有秉持和
合理念，加强文明对话，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奘西行、郑和下西洋、骠国王子出使盛唐，到
法 门 寺 地 宫 出 土 的 琉 璃 器 、阿 拉 木 图 的
冼星海大道，
在与海外政要、
友人交流交往时，
习近平主席常常谈起不同文明瑰宝和中外文
明交流往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强调每种
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以心相交，
方能成其久远。疫情期间，
《洪
湖水浪打浪》的悠扬旋律，回荡在意大利总统
府为支持中国抗疫举办的音乐会上；
中国抗疫
题材电视剧《在一起》在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
令伊朗民众感受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与
亚洲多国开启
“经典著作互译计划”
，
正将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的共识变为现实。

有容乃大

和合共生

以文明智慧促进和平发展

让文明之光点亮美好世界

孟夏时节，万物并茂。物之不齐,物之
情也。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
社会制度。
“
”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到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
从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
对
话会到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习近平
主席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阐述新时代中国
的文明观，为深刻演变的世界带来启迪。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对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演
讲记忆犹新。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了演
讲，演讲的意义远远超出文化范畴，
习近平
主席希望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互鉴，以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
环顾全球，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
激荡。
“文明优劣论”
“文明冲突论”
“制度对
抗论”
沉渣泛起，
搞
“小圈子”
、组建
“价值观
同盟”、挑起意识形态对抗等做法令人忧
心。冲突还是合作，倒退还是进步，
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文明
之间的差异。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
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九层神庙，来
自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在疫情中坚守。
九层神庙位于
“加德满都谷地”
世界文化
遗产核心区。2015 年，九层神庙在尼泊尔大
地震中损毁，两年后迎来中国文物修复专
家。疫情以来，中国专家克服医疗条件、采购
材料、组织工人等方面的困难，
基本完成九层
神庙建筑群文物建筑主体修缮。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
杰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形势下尤
为迫切，中国努力推进文保、减贫、生态等领
域的对话合作，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人文基础。
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是中国为人类文明思想宝库作出的重大
贡献。从国家间双边命运共同体，到中拉、中
非、中阿等多边命运共同体，
再到海洋命运共
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丰富完善，
为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明确指引。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让文明交流互鉴
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为建设
美好世界注入深厚持久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
表示“惊愕和不安”
据新华社联合国 5 月 15 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通过
发言人发表声明，
对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
加沙地带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表示惊
愕，
并对以军炸毁加沙地带一栋多家国际
媒体所在的大楼表示不安。古特雷斯的发
言人迪雅里克在声明中说，
秘书长提醒各
方，
针对平民和媒体设施的无差别袭击违
反国际法，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

拜登与巴以领导人
分别通电话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5 月 15 日 电（记
者 刘品然）美国总统拜登 15 日分别与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通电话，讨论
巴以双方仍在持续的冲突。
美国白宫当天就拜登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通话发表声明说，拜登在通
话中对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新闻记者的
安全与保障表达关切，对约旦河西岸的
暴力冲突表示担忧。拜登当天还与巴勒
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这是拜登今年 1
月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双方首次通话。白
宫随后发表声明说，双方对冲突造成平
民伤亡表示关切，拜登向阿巴斯表达了
美方对加强美巴伙伴关系的承诺，同时
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必须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拜登在与巴以领导人通话中均提及
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并
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享有“应有的尊严、
安全、自由和经济机会”。

哈马斯领导人住宅
被夷为平地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5 月 16 日电（记
者 尚昊）以色列国防军 16 日说，以军战
机空袭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位于加沙地带
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住宅。以军在声明
中说，
过去 24 小时，
以军战机空袭哈马斯
等武装组织位于加沙地带的 90 余个军事
目标，其中包括叶海亚·辛瓦尔及其兄弟
穆罕默德·辛瓦尔位于汗尤尼斯的住宅、
多名其他哈马斯高级官员住宅、30 余个
地下隧道、
数十个武器生产储存地点等。
以色列媒体说，目前尚无与这次空
袭有关的伤亡情况。另据巴勒斯坦媒体
报道，叶海亚·辛瓦尔及其兄弟的两栋私
宅被夷为平地，但空袭时叶海亚·辛瓦尔
及其兄弟不在家中。

2020 年 2 月 13 日，旅意华人钢琴家居觐在音乐会现场演奏。当日，由意大利总统马
塔雷拉提议，在 2020 年中意文化旅游年计划外加演的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意大利总
统府奎里纳莱宫举行，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传达友谊和支持。
新华社发

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
既可以酒
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习近平主席以茶酒巧喻，阐释文明的多样
性与包容性。
中国的文明观植根于中华文明以和为
贵、
和而不同、
和合共生等价值理念，
是中国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与理念源泉，
也为各国携手战胜挑战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美人之美
为对话合作注入文明力量
金 面 具 残 片 、巨 青 铜 面 具 、青 铜 神
树 ……三星堆“上新”的 500 多件文物，令
人惊喜赞叹。文物专家指出，三星堆出土
的青铜神树与玛雅遗址出土的木棉圣树有
异曲同工之妙，表明两种文明可能拥有相

近的宇宙观。
回望历史，
人类社会正是在不同文明交
流的驱动下发展前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交融的脚步从未停
歇。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佳话，
正在新
时代的春风中续写篇章。中国与世界各国
在人文、
艺术、
考古、
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广度
和深度远超往昔，
架设起民心相通的桥梁。
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址、希腊
雅典卫城博物馆、埃及卢克索神庙、乌兹别
克斯坦布哈拉古城、印度马哈巴利普拉姆
古寺庙群……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文明足
迹”
展现中国对其他文明的尊重欣赏，
呈现
不同文明相知相惜的画卷。
从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海明威、泰戈
尔等文化名家，到《战争与和平》
《哈姆雷
特》
《老人与海》
《飞鸟集》等文学典籍，
从玄

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

停火止暴是当务之急
“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 16 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
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
行，巴勒斯坦、约旦、埃及、突尼斯、挪威、爱
尔兰、阿尔及利亚外长，俄罗斯副外长，阿
盟代表，以色列、美国、爱沙尼亚、越南、墨
西哥、肯尼亚、英国、印度、尼日尔、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出
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中东
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文内斯兰向会议作了
通报。
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
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
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
停火止暴刻
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全
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全力防止地区再
陷动荡，全力维护当地人民生命安全。
王毅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
问题的核心。中东不稳，天下难安。只有
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
东地区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
全。针对当前紧张局势，中方主张：
第一，停火止暴是当务之急。中方强
烈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径，再次敦促冲
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和敌对行动，停止采
取包括空袭、地面进攻、发射火箭弹等恶化
局势的行动。以色列尤其要保持克制。
第二，人道援助是迫切需要。我们敦
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尽快全
面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围困，保障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平民的安全和权利，为人道援助
提供准入便利。国际社会要向巴勒斯坦提
供人道援助，联合国要发挥协调作用，
全力
避免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三，国际支持是应尽义务。安理会
必须就巴以冲突采取有力行动，重申对
“两国方案”的坚定支持，推动局势尽快降
温。由于一个国家阻拦，安理会至今未能
发出一致声音。我们呼吁美国承担应尽
责任，采取公正立场，支持安理会为缓解

局 势 、重 建 信 任 、政 治 解 决 发 挥 应 有 作
用。我们也支持联合国、阿盟、伊斯兰合
作组织和其他对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形成更广泛、更有效
的促和努力。
第四，
“ 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巴以
问题归根结底要在
“两国方案”
基础上寻求
长期解决。正义已经迟到，但不能永远缺
席。中方支持巴以双方在
“两国方案”
基础
上尽快重启和谈，早日建立以 1967 年边界
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
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从根本上实现巴勒
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
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实现中东地区
的持久和平。
王毅强调，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
诚朋友。
当前形势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7 年提出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的
“四点主张”
更具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担
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以来，把应对当前中东
紧张局势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安理会多次

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将继续加大劝和
促谈力度，履行好安理会主席的职责。我
们重申对巴以双方和平人士来华开展对话
的邀请，也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
行直接谈判。
王毅最后表示，联合国和安理会能否
有所作为，世界人民在看，历史也在记录。
我们应该也必须团结一致，站在和平正义
一边，站在公道良知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
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巴勒斯坦问
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
与会代表感谢中方主持召开此次紧急
公开会，普遍呼吁以巴双方立即停火止暴，
遵守有关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推动局势
降温。各方认为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应
发出一致声音，公正推进巴以和谈进程，努
力推动巴以两国实现和平共处。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5 月 15 日电（记
者 尚昊）以色列国防军 15 日发表声明说，
当天下午，以军战机空袭了加沙地带的一
栋多层建筑。据巴以多家媒体报道，这栋
大楼内有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等多家新闻
媒体的分支机构。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
说，该大楼内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情报部门的
“军事资产”
和一些媒
体办公室。以军发言人乔纳森·孔里库斯
表示，媒体不是以军空袭的目标，
这栋大楼
是
“合法的军事目标”。

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多家媒体所在大楼

下图 5 月 14 日，人们在约旦凯拉迈
附近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
民众。
新华社发

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

“火”
得好 多国同行祝贺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天问一号携祝融号火星车 15 日成
功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着陆，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印迹，迈出
了中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对此，
海外航天官员、专家纷纷
表示祝贺。
美国航天局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 15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说，中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成功着陆，
祝贺中国国家航天局天问一
号团队。
“和全球科学界一起，我期待这次任务将为人类了解这颗
红色星球做出重要贡献。
”
美国航天局官方账号随后转发了楚比兴
的推文。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经理罗戈津 15 日通过社交媒体
祝贺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登上火星，并表示
“这是中国在航天科研
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
。俄著名航天新闻评论员利索夫认为，这是
中国继完成登月计划后再次证明中国已取得太空强国地位。
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太阳系探索项目负责人弗朗西斯·罗
卡尔 15 日对媒体说，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是一个
“伟大成就”
，中国在人类探索火星的
“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
国的火星探测任务极具雄心。
在天问一号顺利完成火星着陆后，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研究所
立即通过社交媒体予以热烈祝贺，并表示为该研究所参加了这项
火星探测任务而自豪。据悉，这家研究所参与了天问一号所携磁
力计的研制工作。

印度首都第四次延长
“封城”
再延长一周至 24 日
据新华社新德里 5 月 16 日电（记者 胡晓明）印度首都新德里
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 16 日宣布，将新德里目前采取的“封城”措施
再延长一周至 24 日。这是新德里第四次延长
“封城”
措施。
凯杰里瓦尔当天在视频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首都地区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数呈下降趋势。为了防止过去几天取得的防疫成果毁
于一旦，决定将
“封城”
措施延长至 24 日凌晨 5 时。
由于印度疫情急剧恶化，新德里、马哈拉施特拉邦、北方邦、拉
贾斯坦邦等全国多地已实施类似的防疫封锁措施。新德里自 4 月
19 日开始实施全城封锁，此后分别在 4 月 25 日、5 月 1 日和 9 日宣
布延长封锁。
印度卫生部 16 日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印度较前一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 311170 例，累计确诊 24684007 例；新增死亡 4077
例，累计死亡 270284 例。

希腊正式
“开门迎客”
恢复受新冠疫情重创的旅游业
希腊 15 日正式向游客开放，以期借旅游季恢复受新冠疫情重
创的旅游业。不过，鉴于卡利姆诺斯岛新冠感染率居高不下，希腊
政府当天延长这座岛屿的封锁期一周。路透社报道，希腊 15 日起
允许持有接种新冠疫苗或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外国游客入境。经
过持续数月的封锁限制措施，希腊本周开放了博物馆。
按照路透社说法，来自瑞典、德国和卡塔尔等国家和地区的
32 个国际航班 15 日抵达爱琴海南部 4 个岛屿。位于爱奥尼亚海
的科孚岛迎来德国和法国游客。不少希腊人对解除防疫封锁措施
同样表示欢迎，当天前往岛屿或内陆的度假屋。
希腊旅游部长哈里斯·塞奥哈里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
“希
腊正在提供人们所需……在走向正常的道路上，
（为人们提供）平
静和无忧无虑的时光。
”
希腊拥有约 1100 万人口，迄今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过 37 万
例，累计死亡病例逾 1.1 万例。
旅游业是希腊重要经济支柱，占国内生产总值 20%以上。
新华社专特稿

苏伊士运河南段航道拓宽开启
使其拥有双向通航能力
据新华社开罗 5 月 15 日电（记者 李碧念）埃及苏伊士运河管
理局 15 日发表声明说，苏伊士运河南段航道已开始挖泥作业，以
拓宽该段航道，使其拥有双向通航能力。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马·拉比耶在声明中说，苏伊士运
河南段航道拓宽计划将分阶段进行。该计划完成后将有助于缩短
船舶通过运河所需时间，提升通航效率，增强通航安全性。
本月 11 日，埃及总统塞西批准了苏伊士运河南段航道拓宽计
划，该计划主要涵盖苏伊士运河苏伊士市至大苦湖段的约 30 公里
航道，将在此前基础上加宽 40 米，最大深度从约 20 米加深至约 22
米。该计划预计在两年内完成。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重型货轮“长赐”号 3 月 23 日在苏伊士运
河新航道搁浅，造成航道堵塞。经过连续数天救援，搁浅货轮 3 月
29 日成功起浮脱浅。4 月，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采购的首艘大型绞
吸式挖泥船交付，用以拓宽运河南段航道。

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地震
6.1级 震源深度60公里
据新华社东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 姜俏梅）据日本气象厅报
道，日本北海道钏路市附近海域 16 日中午发生 6.1 级地震。此次
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日本气象厅消息说，
地震发生于东京时间16日12时24分（北京
时间 11 时 24 分），
震中位于北海道钏路市近海海域（东经 144.9 度、
北纬41.9度），
震源深度60公里，
北海道东部地区震感强烈。
今年以来，以福岛、宫城为中心的日本东北地区 6 级以上地震
不断。2 月 13 日晚，福岛县东部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造成至少 1
人死亡、约 190 人受伤；3 月 20 日晚，宫城县发生 6.9 级地震；5 月 1
日，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 6.6 级地震；5 月 14 日，福岛县近海海域
发生 6 级地震。

内有美联社、
半岛电视台等分支机构
据报道，这栋大楼是一座 12 层高的建
筑，当天遭 3 枚导弹袭击。空袭前一小时，
以军曾向楼内平民发出警告，敦促其撤
离。截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美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普鲁
伊特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军将美联社等媒

体在加沙的办公地点作为目标并加以摧
毁，他对此感到震惊。
半 岛 电 视 台 也 发 表 声 明 ，对 以 军 空
袭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表示以色列
政府应为其“蓄意”针对媒体的行为承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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