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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茄子、金丝面、印式石榴
烤鸡肉串、燕窝鸡翅、百花酿海参、
陈年花雕鸡……这些光听名字就
流口水的菜肴，如果摆在你的面
前，你会不会先尝为快？

5月15日上午，成都熊猫亚洲
美食节期间，著名川菜大师、亚洲美
食之都的代表厨师、米其林星厨、黑
珍珠餐厅主厨和全国各大菜系代表
名厨齐聚成都，参加“名厨荟”亚洲
美食文化交流展示活动。

现场，18组名厨登台亮相，身
着青花瓷旗袍的礼仪小姐将18道
由名厨们亲手制作的招牌菜一一呈
现。无论是传统中餐还是异域风
味，中外名厨们拿出看家本领制作
的菜肴让现场观众垂涎三尺。

来 自 马 来 西 亚 的 名 厨 TK
Dong从事饮食行业已有18年，他
擅长烹煮西式餐点，尤其擅长法式
料理。这是他第一次来成都，“虽
然之前已多次品尝川菜，但这次算
是品尝到正宗的川菜了，跟以往的
差别很大。”TK Dong 说，他最喜
欢回锅肉，这次希望借参加成都熊
猫亚洲美食节的机会，加大与四川
美食行业的合作。

在互动交流环节，以色列著名
厨师伊泰邀请中国厨师根据中国不
同菜系的特色，现场调制酱汁对以
色列经典菜品进行再创作。

作为东道主，成都自然少不了

展示环节。现场，四川餐饮界传奇
人物兰桂均向观众展示“金丝面”
的制造过程。只见他将一把千缕
金丝放入水中，三秒之后，捞起金
丝，再置于开水白菜汤底之中，再
撒上烘制火腿碎。不少观众争着
前去品尝，兰桂均则在旁边耐心提
醒，“先闻香，再喝汤，最后吃面。”

此外，川菜大师李佳豪还教授
外籍厨师们制作经典川菜“宫保虾
球”。不少观众感叹：同样的厨具、
不同的巧手，常见的美食不仅有了
新的灵魂，还是一件艺术品。

现场，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组
委会为18组名厨颁发“亚洲美食文
化推广交流大使”证书。相关负责
人介绍，来自世界各国的厨师们，以
美食为媒，突破地域的限制、文化的
差异，面对面地去了解当地的饮食
文化，促进了各国的友好文化交流，
传承弘扬了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
煌的文明成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邱静静

名厨展示厨艺。

菜品展示。

亚洲名厨来了 现场亮出看家菜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各国名厨开展交流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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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生长，共襄盛举。15日上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
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
旨演讲，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
洲的各方嘉宾现场聆听。

“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
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人文基础。”习近平主席站在亚洲文
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
刻阐释中国的文明观，为应对全球挑
战、促进和平发展提出中国主张、贡献
文明方案，赢得各方广泛赞誉。

挖掘文明力量
首提“文明自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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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开宗明
义，深刻阐明文明对现实世界的推动
作用。

首创性，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一个显著特征。

大会由习近平主席亲自倡导举
办，不仅覆盖亚洲所有国家，还向世
界各大洲开放，域内外代表2000余
人就治国理政、维护文明多样性、文
明传承与发扬的青年责任等议题展
开深入探讨，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
文明周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吸引各国
民众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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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用“历史性”一
词描述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呼吁以
对话交流的视角看待人类文明的多
样性，抵制固步自封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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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认为，以大会为平台，各方可以共
同探讨如何创造和而不同的社会，通
过文明互鉴推动和谐、和平与繁荣。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饱含深情地
回顾亚洲文明的悠久历史，列举亚洲
文明的辉煌成果，展现亚洲文明在交
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的历程，阐明亚洲
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贡献，
进而首次提出“文明自信”的概念。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积淀下深厚多彩的文明，拥有全
世界67%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
总量，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兴引
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表示，亚洲有充分的理由增
强文明自信，这也是亚洲文明之间、
亚洲文明同域外文明之间进行平等
交流的重要基础。

宣示文明主张
为交流互鉴指明路径

“相异的文化有可能构成一个共

同体系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
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习近平主
席的话深刻揭示了文明与发展之间
的内在逻辑，从文明视角、精神层面
挖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迈向命运共
同体的前进动力。

四点主张，为文明交流互鉴指明
路径——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人类文明之美在于对话。”亚美

尼亚有着2500多年文明历史，总理帕
希尼扬说，不断开放交流、互学互鉴，
是通往各国和平共处的必由之路。

“西方正在向东看，对话交流、相
互借鉴、取长补短，才是世界持久和
平和人类和谐共处之道。”受邀与会
的欧洲文明古国希腊总统帕夫洛普

洛斯说。
一系列务实举措，呼应不同文明

国家人民的期盼——
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行动；
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

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
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

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
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

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
划……

以文会友，以文富人。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执

行主席霍启刚说，青年人充满活力和
想象力，引导青年理解亚洲文明兼容
并蓄、和谐共生的历史与现实，把文
明交流互鉴的接力棒传递到他们手
上，尤为重要。

“多样、交流、互鉴、发展”，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用四
个关键词概括他对习近平主席演讲的
理解，“未来哪个文明发展得更快更
好，就看哪个文明更加开放包容。”

肩负大国担当
中国方案应者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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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
就贡献世界。”

今天，习近平主席这样阐述中国
同亚洲、同世界的关系。

这是来自古老中华文明的世界
启迪——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
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
明鲜明的价值导向”；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
明永恒的精神气质”；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
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五千多年悠久的中华文明，蕴藏
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
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
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的丰厚滋养，也向世界提供“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密码。

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
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
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
对外开放，习近平主席纵论古今，阐
述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奥秘——兼
收并蓄。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王
晓国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解释了中华民族优秀文明的根脉、
源泉和发展进程，阐明了中华文明
同亚洲文明、世界文明的深刻关系，
聆听之后充满自信、无比自豪。

这个大会，距离上个月在北京举
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不到一个月时间。来自150
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
外宾参加了论坛。各方达成的具体
成果清单高达283项。

中国方案、应者云集，背后是中
国理念的强大感召。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西哈
莫尼国王表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和本次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都是“实现构想的务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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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
建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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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和平具有深远意
义。 据新华社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
特别报道

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注入文明力量
解读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上接01版）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亚洲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华
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
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
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
成的开放体系，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
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
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
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
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
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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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
明成就贡献世界。希望大家共同创
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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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阿祖莱也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们
表示，世界是多元的，不同国家、民族
和文明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
界。不同文明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
种文明可以取代其他文明，没有任何
一种文明可以对其他文明居高临
下。要相互尊重，尊重文明的差异
性、独立性和多样性。要加强文明之
间沟通对话和交流互鉴，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
繁荣进步。所谓“文明冲突论”十分
错误，将破坏甚至切断文明沟通的桥
梁。正是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唯我独
尊和极端主义导致了世界上许多矛
盾和冲突。感谢习近平主席倡议举
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为亚洲国家
及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提供了重要平
台，在当前形势下恰逢其时，意义重
大深远。亚洲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要加强对话交融，增进相互了解，共
享繁荣亚洲。要秉持亚洲文明开放
包容的价值观，加强同域外其他文明
的交流互鉴，共建和谐世界。

外方领导人表示，古老的中华文
明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习近平
主席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当代中
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又
一重大贡献。各国要把握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要机遇，构筑民心相通，促
进和平、友谊、合作，共圆美好梦想。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
王毅、何立峰等出席。

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在迎宾厅同外

方领导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随后，
中外领导人共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
来自中国、斯里兰卡、新加坡、希腊、柬
埔寨、亚美尼亚的精品文物，并同出席
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是“亚
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举
办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
年华、亚洲文明周四大板块共110余
场文明交流活动。约1200名中外嘉
宾出席开幕式。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程文雯）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开幕，作为大会配套活动之一的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在成都热闹展
开。当日，美食节的重要子活动：舌
尖上的文明——2019中国（成都）国
际美食文化高峰论坛举行。

论坛以“美食为媒，文明互鉴”
为主题，世界各国美食行业以及与

美食相关的科技、金融、文化、媒体、
学界等领域的约160名嘉宾齐聚一
堂，通过非遗美食展演、主题演讲、
圆桌对话等形式，讲述各国美食文
化各美其美的故事，共话美食在文
明传承、跨国界文化交流和城市发
展中的重要意义。

当天活动设置主题演讲和圆桌
论坛。主题演讲环节，6位嘉宾分别

就美食与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文明传
承、品牌塑造、创新创意的关系进行主
题演讲。圆桌论坛上，国内外众多专
家就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高峰论坛上，阿里巴巴口碑饿
了么发布基于大数据分析形成的
《成都城市餐饮趋势报告》。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成都亚洲美食商户
数量增长明显，超过北京、上海、广

州，仅次于深圳。其中，东南亚菜、
日韩料理等异国餐饮发展较快，同
比增速分别为251%和186%，东南
亚菜增速明显高于北上广深。此
外，成都餐饮业消费人群年轻化趋
势显著，“90后”成为成都餐饮消费
的绝对主力，“00后”人群消费快速
增长，一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近
76%，消费占比增长近2%。

2019中国（成都）国际美食文化高峰论坛在蓉举办

美食为媒 文明互鉴
■今年一季度，成都亚洲美食商户数量增长明显，超过北上广，仅次于深圳

■东南亚菜、日韩料理等异国餐饮在成都发展较快，同比增速分别为251%和186%

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鸟巢”举行。这是交响互动大合
唱《我们的亚细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