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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代表我夫人，
并以我个人名义，对大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表示热烈欢迎！

在座的很多朋友对北京并不陌生，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
回忆。北京是千年古都，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北京也是
一座现代新城，随着中国发展不断展现新的风貌。北京更是
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
交融。

在北京，你可以游览古老的故宫、长城、天坛，也可以
参观现代派的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你能听到中国传
统的京剧和相声，也能欣赏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和交响乐。你
会碰到衣着新潮、穿行在世界名品商店里的中国青年，也能
遇见操着流利汉语、在老胡同里徜徉的外国友人。

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界。北京从历史上的小
城，成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人
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人类历史始终在不
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

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是怀着友好交往的朴素
愿望，开辟了古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
代。

今天，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
设，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望，将继

续担当文明沟通的使者，推动各种文明互学互鉴，让人类文
明更加绚烂多彩。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将成
为拉近国家间关系的纽带，让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各国互尊
互信，共同打造和谐家园，建设和平世界。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将帮
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打造
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把
每个国家、每个百姓的梦想凝结为共同愿望，让理想变为现
实，让人民幸福安康。

今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成功
举行，大家讨论热烈、成果丰硕。明天，我们将在雁栖湖畔
举行圆桌峰会，共同规划“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一
带一路”建设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启新的征程。

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只要我们
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
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
路一样流传久远、泽被后代。

现在，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
为“一带一路”建设美好未来，
为各国发展繁荣，
为这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为各位嘉宾和家人健康，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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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在相遇相知中向前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

(2017 年 5 月 14 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发表致辞。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这是一次历史性定
格———

2017 年 5 月 14 日， 8
时 50 分许，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四层大会堂。

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带微
笑，站在前排中央，与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的嘉宾合影。他们身后
的蓝色背景板上，蓝黄两条
丝带形成的圆形会标，让人
联想起两条恢弘而壮美的海
陆大动脉……

这是东方文明古国从古
丝绸之路千年历史中汲取智
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4 年来，世界大家庭在北京
的第一次聚首，这也是中国
首倡举办的“一带一路”建
设框架内层级最高、规模最
大的国际会议。

来宾中有中国人的老朋
友——— 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
已 20 多次会晤的俄罗斯总
统普京，有见证“一带一路”倡议诞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有来自欧洲大陆的
捷克总统泽曼、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有不远万里而
来的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还有来自西半球的阿根廷总统马
克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

9 时许，习近平与嘉宾们共同步入四层大会堂一个方
形大厅，灯光闪动，快门频响。

全场约 1500 名与会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他们来自
五大洲，代表 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宣布论坛开幕。习近平走上主席
台发表演讲。

“今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期待着大家集思广
益、畅所欲言，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让这
一世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的讲话开宗明义，热
情洋溢。

——— 这是载入历史的盛会。
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

变为现实，不断向纵深推进之时举行的关键性会议。
“ 4 年来，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
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习近平回首过
去，从“五通”盘点丰硕建设成果。

——— 这是继往开来的起点。
“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规划未
来，期待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
文明之路。

——— 这是展示担当的舞台。
习近平宣布一系列务实举措，加大对“一带一路”建

设的支持。
“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
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

“将在未来 5 年内安排 2500 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
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 5000 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
投入运行 50 家联合实验室……”

“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元人
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
元，在沿线国家实施 100 个‘幸福家园’、 100 个‘爱心
助困’、 100 个‘康复助医’等项目……”

这些实实在在的承诺赢得全场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这些举措将带动亚非大陆千百万人脱贫，这不仅是

巨大的经济成就，也是伟大的社会成就，将增进民众彼此
信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现场聆听演讲的澳大利亚
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说。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
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
造福世界，造福人民！祝本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习近
平以此结束 40 多分钟的讲话，全场以近 30 次热烈的掌声
回应中国智慧与担当。

10 时许，俄罗斯总统普京登台致辞。
“感谢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举办这个论坛

恰逢其时，意义重大。”普京说，“习主席提供了榜样的
力量，我们希望把‘一带一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上
海合作组织等架构对接好，共同促进欧亚大陆经济发
展。”

在随后的致辞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一带
一路”建设将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表示，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携手前行，造福世人。

会场外，国家会议中心一层新闻中心。聚集在此的逾
千名中外记者，看着大屏幕上的会议直播信号，或按动快
门，或连线直播，将中国领导人的庄严承诺和美好愿望传
向世界……

在北京留学的巴基斯坦青年诺尔曼和同学们一起观看
了论坛开幕式的网络直播。

“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感觉中国不仅有发起‘一
带一路’这一宏大倡议的决心，也有实现这一美好蓝图的
能力。”诺尔曼说。

此时的北京，草木葱郁，万物并秀。国家会议中心广
场上，由琥珀金砖搭建的“丝路金桥”花坛绚丽夺目。

从北京这个新起点，一座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搭建的时代之桥在向世界延
伸，向着未来拓展…… (记者熊争艳、侯丽军、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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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把每
个国家、每个百姓的梦想凝结为共同愿望，让理想变为现实，
让人民幸福安康。”

14 日，北京这座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国际化大都市，
又一次汇聚全世界的目光。

当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宴会，欢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代表团
团长及嘉宾。

这是“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以来召开的层级最
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与会代表齐聚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中
国，向历史致敬，朝未来进发，在全球发展的激扬跌宕处开启
大道之行。

夏日的傍晚，微风徐徐。金色夕照中，人民大会堂显得分
外巍峨。

晚 6 时许，出席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的
嘉宾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及配偶相继抵达。

在大会堂二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前，习近平和
彭丽媛热情迎候，与贵宾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并合影留念。

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步
入宴会厅。可容纳近千人的宴会厅灯火辉煌、壮丽恢弘。位于
大厅正前方的主席台上放置着巨大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黄色背景板。台侧鲜花吐艳、绿植滴翠。

“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只要我们
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
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一样
流传久远、泽被后代。”习近平在致辞中说。

2000 多年前，怀着友好交往朴素愿望的先辈们开辟了古
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如今，曾带给
沿线国家繁荣与兴盛的古丝绸之路，在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指
引下，正不断孕育新的合作成果，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前往国家大剧院
观看文艺晚会。

矗立水畔的国家大剧院，宛若一颗“明珠”，在灯光照射下
晶莹剔透，如梦如幻。不远处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故宫，碧瓦
朱墙，飞檐翘角。二者交相辉映，古都北京的悠久文明与现代
气息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瑰丽画卷。

大气磅礴的歌舞“千年之约”拉开了晚会序幕———
舞台瞬间幻化为敦煌莫高窟的立体壁画，洞窟内的仙女

反弹琵琶，大唐盛世钟乐齐鸣，全息影像中的仙女曼妙飞
天……观众沉醉在美妙而梦幻的丝路世界中，仿佛回到了昔
日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听到了悠远的驼铃声。

搏海激浪，扣人心弦。“碧海雅韵”将民乐、交响乐和特色
打击乐完美融合，演绎了古代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
东南沿海出发，经过中南半岛、通过印度洋、进入红海，终抵中
非和欧洲的壮丽航程。

炫美的光影，激扬的音乐，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中国历史文化
的纵深辽远以及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北京四季”将悦耳的钢琴弹奏与油画、水彩画、工笔画和
国画描绘的春夏秋冬巧妙结合。在浪漫优雅的李斯特《爱之
梦》钢琴曲中，夕阳故宫、民俗胡同、颐和园红叶、雪中长城等
景色一一叠现，展现出北京之美。

这是一场中西文化交融的盛宴———
芭蕾舞“水墨丝语”讲述了一位远方来客在烟雨江南邂逅

一群飘逸少女的故事，传递中外民众相知相近的美好愿望；男
女声深情演绎中国经典歌曲《我爱你中国》和意大利民歌《我
的太阳》，优美和声令人陶醉，恰似“一带一路”连接东西方，谱
写文化交融的友谊乐章。

演出尾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30 多个国家的少年儿童
与中国孩子们手拉手，共唱一曲“共同的家园·和平颂”。大厅
里回荡着天籁之声，3D 屏幕上投影出浩瀚宇宙、蔚蓝地球，
呈现我们的美好家园。

这既是友谊与世界和平的颂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礼赞。

来自白俄罗斯的 8 岁男孩安东，是全场年龄最小的演员。

“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多国家的小伙伴们一起登台，我会永远
记得‘一带一路’。”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穿越历史的星空，古老的丝绸之路
正焕发崭新的时代活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传承古丝
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是
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

明天，中外领导人将继续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大计，共绘
互利合作美好蓝图。承载着各国人民渴望交流、期盼和平、追
求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启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崭新征程。 (记者谭晶晶、白洁、乌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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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丝路精神照亮梦想的天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晚宴侧记

▲ 5 月 14 日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演出《千年之约》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这是演员在表演节目《千年之
约》。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上接 1 版）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
欢迎各位贵宾的到来。习近平指出，北京是千年古都，见证了
历史的沧桑变迁。北京也是一座现代新城，随着中国发展不断
展现新的风貌。北京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
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北京从历史上的小城，成为今天
的国际化大都市，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人类生活在共同的
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是怀着友好
交往的朴素愿望，开辟了古丝绸之路。今天，我们传承古丝绸
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是面
向未来的正确抉择。“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
的渴望，将让人类文明更加绚烂多彩；承载着我们对和平安宁

的期盼，将让各国共同打造和谐家园，建设和平世界；承载着
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将帮助各国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
的发展共同体；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让理想变为
现实，让人民幸福安康。

习近平强调，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只要我
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
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一样流传
久远、泽被后代。

宴会中，席间伴奏了来自 30 个参加圆桌峰会国家的曲
目，体现了“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前往国家大剧院
观看主题为《千年之约》的文艺演出。

演出在恢弘大气的歌舞中拉开帷幕，精美的敦煌壁画，飞

天的仙女，大唐盛世的百乐齐鸣，展现出古都喜迎各方宾客
的盛景。两位歌唱家深情演绎《我爱你中国》和意大利民歌《我
的太阳》。民乐组合演奏“碧海雅韵”呈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
梦幻旅程。舞蹈“雀之灵”中，茶马古道上的一群孔雀翩
翩起舞。钢琴独奏“北京四季”将悦耳的钢琴弹奏与屏幕
上的北京绘画融为一体。芭蕾舞“水墨丝语”讲述了一位
远方来客在烟雨江南邂逅一群身着青花瓷服饰的少女的故
事。“群英荟萃”展示了中国戏曲绝活的斑斓绚丽。中外
儿童和歌唱家齐唱“共同家园·和平颂”。演出在《歌声
与微笑》的优美旋律中落幕。

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汪洋、孟建柱、栗战书、郭
金龙、杨晶、王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万钢、周小川、梁振
英等出席上述活动。

习近平为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外方代表团团长及嘉宾举行欢迎宴会和文艺演出

美到窒息 ！请扫二维
码观看“一带一路”文艺晚
会详情

这是东方文明古国

从古丝绸之路千年历史

中汲取智慧，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 4 年来，世界

大家庭在北京的第一次

聚首，这也是中国首倡

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

框架内层级最高 、规模

最大的国际会议

从北京这个新起

点，一座秉承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丝路精神搭建的

时代之桥在向世界延

伸，向着未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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