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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阴转多云，有分散阵雨偏北风1-2级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4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
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
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
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

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
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
冲突和宗教战争。中华民族没有对外侵略的传
统。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时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最
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战
争，沿途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下转03版）

习近平在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时强调

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决心坚如磐石

万物并秀时节，交流互鉴盛会。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北

京隆重开幕。这场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大会，是继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之后，今年中国举办的又一场
重要外交活动，世界瞩目。

文明之约，应者云集。多国领导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亚
洲47个国家以及近50个域外国家的各界
代表将齐聚北京，聚焦共同命运，为推进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智慧。

架设一座桥梁
在交流互鉴中探索相处之道

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5年前
的春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向世界深刻阐释
中国的文明观，勾勒出各国文明兼容并蓄、
和谐共生的美好蓝图。

40多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2000多

种语言、近百种宗教……拥有世界上三分
之二人口的亚洲，是世界多彩文明的汇聚
之地。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
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
南亚等地区孕育的众多古老文明，彼此相
得益彰，在人类文明星空中熠熠生辉。

同时，面对各种地区问题与风险挑战，
如何汲取历史经验、实现新时代多种文明
和谐共生，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从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到奉行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从秉持正确义利观，到不断
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再到坚持多边主义、完
善全球治理……不同于一些零和博弈的思
维和搞国际关系“小圈子”的做法，中国引
领的一条国与国相处新路正在铺就。

博鳌亚洲论坛、亚信会议、上海合作组
织、东盟系列会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海
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
联盟……放眼亚洲，经济、政治、安全等领
域对话机制不断发展，一场关于“文明”的
讨论呼之欲出。

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
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这
是中国领导人深邃思考的要义所在。

凝聚一种共识
在取长补短中实现共同发展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出土自老
挝的史前铜鼓、公元前4千纪的沙特石雕人
像……13日，“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吸引了大量观
众前来观看。

来自亚洲各国以及希腊、埃及两个文
明古国的400余件组珍贵文物，从一个侧
面展示出不同文明繁荣发展的“密码”。

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各国互利发展的
精神底蕴。

如今，源自中国、惠及全球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正在建成一条文明之路，汇
聚起各国共谋发展的时代动力。

这是一个个融通合作的现代“奇
迹”——内陆国家哈萨克斯坦有了出海通

道，白俄罗斯创建起轿车制造业，马尔代夫
架起第一座跨海大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数量突破1万列……

文明之光，照亮前路，启迪未来。
今天的亚洲，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

长的新兴引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潜
力和发展空间。

沿着文明进步的足迹，顺应世界发展
的潮流，中国正同亚洲各国一道，在相互交
融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新视角、新方案。

同筑一个未来
在携手前行中汇聚精神力量

5月的北京街头，形似盛开牡丹的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标志分外醒目。

这朵“文明之花”用六个花瓣将亚洲地
理位置的六个分区包罗，瓣瓣互动、手手相
牵，寓意亚洲不同文明间交流对话，携手共
建命运共同体。

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洲本

身就有着多元文明。通过对话促进融通互
鉴，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的
亚洲将更加多彩多姿，这是中国对亚洲乃
至全人类作出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文明交流互
鉴主张，引发全球共鸣，产生深远影响。举
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正是中国理念的一次
生动实践。

据主办方介绍，除会议成果文件外，此
次大会还将在媒体、智库、旅游、影视、文化
遗产保护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多边双边倡
议、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成果和研究报
告并出台具体务实措施。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姆
斯特朗看来，中国倡导多元文化和不同制
度间和平共存，已成为欧亚及更广区域内
文明互通的推动力量。

我们期待，这次高起点、高层次、高水
平的文明盛会，将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世界和合共生、交融
发展注入新时代精神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聚焦共同命运 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今日在北京开幕

美食，是一种语言。
2019年5月14日晚，成都熊猫亚
洲美食节的欢迎晚宴——“天府家

宴”在成都万达瑞华酒店举行。从各个国
家和地区前来参加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的
200位嘉宾围坐一起，品味精心烹饪的16
道川菜，让味蕾去感知文化，在分享中促进
交流。

席间，来宾们通过现场大屏幕观看后
厨直播以及VCR等，了解经典川菜的故事
和制作方法。川菜博物馆、成都博物馆、金
沙博物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水井
坊博物馆的掌门人在晚宴上集体向来宾发
出了“成都生活美学之旅”的真诚邀请。

一种媒介
成都美食成世界交流新方式

“家宴”还未开始，宴会厅外先为来宾
准备了几道“开胃菜”。

传统小吃三大炮、特色川酒、熊猫点心
……极具蜀地特色的饮食一一被摆上展示
桌，引得宾客驻足品尝。

“再来一杯。”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委
员会的高级顾问William Lee从工作人员
手中接过一小杯四川白酒后一饮而尽，却
意犹未尽。这杯玉露琼浆下肚后，他不禁
竖起大拇指。

旁边，世界贸易网点联合会（WTPF）
主席Bruno Masier也举起一杯四川酿造
的红酒品味起来。尽管他已是中国的常
客，但这却是第一次来到成都。“很有幸借
这样的美食节来到和认识这里。”他表示，
美食能够将各国人民聚拢，围坐一桌，是彼
此直接沟通交流的方式。“而这种交流不仅
仅停留于美食层面，更延伸至文化和商业
层面。”

记者了解到，全球有7座城市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美食之都”称号，而
成都是亚洲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在未
来的几天，成都也将借由这次美食节，邀请
来宾在成都食美寻香、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致力为亚洲的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搭
建更广大的平台。

一场盛宴
16道菜由五万张选票决出

色泽红艳川香饱满的夫妻肺片、时间
酝酿出的菜根老坛子、看似平淡却内有“乾
坤”的开水白菜……一道道耳熟能详的川
菜被陆续端上桌。

也许有嘉宾还不能熟练地使用筷子，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品尝美食的兴趣。有的
索性用手捏起一块鱼香酥皮虾，送入嘴里
一咬，酥脆鲜香。

据悉，在具体的菜品构成上，组委会此
前先开通了专门的征集通道和投票通道，
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再由川菜文化大师石
光华、注册元老级中国烹饪大师彭子渝、王
开发、蓝其金等8位烹饪大师组成的川菜
大师顾问团商议决定，体现出了成都作为

“美食之都”的大众广泛参与和最终晚宴菜
品结构的专业性。整个前期网上评选，累
积投票达到了59135票，访问量达104806
人次。最终，晚宴菜单出炉，其中包括了六
道凉菜，七道热菜以及三道小吃。

在晚宴开始之前，菜单也一直处于保
密状态，14日晚才最终揭晓，并由6位书法
家现场书写在一把把大折扇上。菜单名誊
写于折扇上，更有中国风，更具仪式感。

重温往日成都巷陌，回归道地川菜本
味。晚宴的16道菜的选材和烹饪也遵循

“创造和推广最纯正、最优质的川菜”的原
则，全部由成都映象行政主厨付海勇率领
16名主厨烹制完成。

就餐过程中，通过后厨直播、故事
VCR、现场演绎、嘉宾访谈等多种形式，依
次揭晓和展示了菜品及背后的文化故事，
让嘉宾们真真正正地享受到文化大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邱静静

活动主办方供图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欢迎晚宴——“天府家宴”举行

蓉城夜宴八方来客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闫雯雯 曾
洁 张杰 薛维睿）四川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文化资源富集，
历史底蕴深厚。加快建设文化强
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是新时代四川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担当。推动治蜀兴川、加快建设文
化强省是大势所趋，也正当其时、
大有可为。

为深入贯彻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发展大会精神，落实我省《建设文化
强省中长期规划纲要（2019-2025
年）》《关于大力发展文旅经济加快
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关
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
见》等系列文件要求，四川日报报业
集团与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物
局及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成都
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
博物馆于5月14日上午在成都举办

“四川‘文博+传媒’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省文博机构
等相关单位领导，成都市文物局、成
都市锦江区、成都市文博机构等相
关单位领导及各界企业和媒体代
表，共计150人出席签约仪式。

参与此次签约的四川省文物
局、成都市文物局、四川博物院、成
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
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联合四川
日报报业集团形成“文博+传媒”战
略合作，探索文物与传媒跨界融合
新路径，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
系，推进四川、成都文物全媒体传
播，推动四川文博、文旅、文创产业
发展，为助力文化旅游强省建设，更
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
力量发挥重要作用。

四川文物数量、等级、价值均居
全国第一方阵，不可移动文物数量、
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量位居全国前
列，文化源流独特、文物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巨大。在建设文化强省、
旅游强省的征程中，随着省里新出
台的“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等系
列支持政策落地落实，还会有更多
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
川报集团是我国西部成立的第

一家党报集团，拥有11报4刊和百
余个新媒体。近年来，川报集团以

“建设全国一流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为目标，在做好新闻宣传主业、大力

推进媒体融合、加快传媒产业发展
的同时，积极向会展会务、文博文
创、文化旅游、园区运营等领域拓
展，尤其是集团精心打造的具备良
好发展潜力的文传文创产业平台，
已经成为加快转型发展的重点平
台。在前不久召开的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发展大会上，川报集团被授予

“四川省文化旅游产业优秀龙头企
业”荣誉称号。

去年以来，川报集团持续实践
探索文博与传媒跨界融合新路径，
积极拓展国际展览中介业务，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先后主办、协办
了“好雨时节——见证改革开放四
川四十年”“与时代同行——四川油
画邀请展”“灵蛇传奇”艺术展等省
内知名展览活动。未来三年，还将
持续引进三个国际知名大展。此
外，川报集团还与省内博物馆开展
文创IP授权合作，不断创造满足美
好生活需要的文创精品，用文创这
一新传播载体讲好四川故事，把属
于巴蜀大地的文化记忆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此次签约将多方紧密合作的
迫切意愿上升到战略层面。据悉，

“文博+传媒”战略合作秉承“政府
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的原则，以打造立体化文博传
播体系、发展文博文化创意产业、
建立文博交流合作平台、开展专业
文博培训为合作重点，以组织协调
机制、项目管理机制为合作机制，
推动战略合作有序开展，确保合作
优质高效。

签约仪式上，作为此次合作重
点落地项目的古蜀文明数字文物全
球巡展也正式揭晓。将通过文化与
科技融合，让海外观众多维度、零距
离欣赏文物全貌，感知古蜀文明，拓
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探索国际文
化产业合作联动新模式，推动国际
文明互鉴。据悉，首批全球巡展将
于下半年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
丹麦哥本哈根举行，通过数字展览、
文化研讨会、古蜀文创集市等形式，
向世界展示瑰丽的巴蜀文化。

构建文物价值传播推广创新体系

四川“文博+传媒”
战略合作签署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
特别报道

文博与传媒“牵手”
向世界展示瑰丽巴蜀文化

6道凉菜、7道热菜以及3道小吃展现地道四川美味。

5月14日，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的欢迎晚宴——“天府家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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