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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夫人，
尊敬的国际展览局秘书长和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
尊敬的各国使节，各位国际组织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四月的北京，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在雄伟的长城脚下、
美丽的妫水河畔，共同拉开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大幕。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支持
和参与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
感谢！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
题，旨在倡导人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追求美好生活。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同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交相辉
映。我希望，这片园区所阐释的绿色发展理念能传导至
世界各个角落。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

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
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
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
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
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
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

一家园。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
绿色发展之路！

——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山峦层林尽染，
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
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无序开发、粗
暴掠夺，人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

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我们要维持
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
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荣。绿色是大自然的
底色。我一直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取之有度，用之
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
风尚。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环境治理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
流文化。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
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神。生态治理必须遵
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打造多元共生的
生态系统。只有赋之以人类智慧，地球家园才会充满生
机活力。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只
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建设美丽家园是
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
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
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昨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

幕，在座许多嘉宾出席了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
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这是与会各方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让我们从自己、从现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
棒传下去。

我宣布，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
——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9年4月28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长城脚下、妫水河畔，2019年中
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盛大开幕。
作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实
践，北京世园会以“绿色生活，美丽
家园”为主题，传递“让园艺融入自
然 让自然感动心灵”理念，诠释世
界园艺新境界、树立生态文明新典
范，必将在世园会历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
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
想。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从 1999 年昆明世园会到 2010 年上
海世博会，再到2019年北京世园会，
我国举办的一系列级别高、规模大
的国际性博览会，不但是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

中国的重大行动，而且是展示各国
绿色发展最新成果的生动窗口，有
力地推动了全球绿色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呼应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
梦想与追求，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认可。此次北京世园会上，约110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120多个非官方参
展方参展，展出规模之大、参展方数
量之多，在世园会历史上前所未有，
即是最佳例证。

站在更高层面看，北京世园会不
仅是一次国际园艺盛会，更是一个促
进多元文化交融互鉴、多领域国际交
流合作的开放平台。160多天的会期
中，100多个各具特色的展园、2500多
场文化活动、新一代5G通信技术应
用，以及经贸代表团交流会、对口企
业对接会等多种促进国际经贸往来

的活动，将共同绘就一幅“百花齐放
春满园”的绚丽图景，有力宣示中国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建设各国共享
的百花园”的信心和决心。

以青山绿水、万紫千红的“有形
之美”，铸绿色发展、开放共享的“无
形之魂”，是北京世园会带给世界的
深刻启示。着眼当下，我们要牢牢
抓住这个重要契机，全面反映全球
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的新
趋势，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面向未来，中国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尊崇
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谋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努
力使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绿色生活、
建设美丽家园的愿景变为现实。

装点美丽中国 共享绿色家园
本报评论员

（上接第一版）
第四，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

精神。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
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打造
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生态治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
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
的坚守。

第五，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
应对。面对生态挑战，人类是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唯
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
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
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让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
致远。

习近平强调，昨天，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
幕。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
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
条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生态文
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从

自己、从现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
棒传下去。

习近平宣布，2019 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讲话全文
另发）

剧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声。舞台上，志愿者们挥舞参展国
国旗和参展组织旗帜，将舞台装扮
成色彩绚烂的海洋。

开幕式上，国际展览局秘书长
洛塞泰斯、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
席奥斯特罗姆分别致辞。他们盛赞
中国是绿色发展的典范，高度评价
中国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建设。他们感谢中国政府举办了有
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园会，表示相
信北京世园会将极大地弘扬可持续
发展理念，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
厚的绿色遗产。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
嘉宾共同观看了以“美丽家园”为主
题的文艺晚会。

演出在童声合唱《心底的天籁》
中拉开序幕，孩子们动听的歌声和深
情的朗诵，邀约大家携手播撒爱与希

望。动听的钢琴演奏和灵动的芭蕾
舞表演，共同演绎了春夏秋冬绮丽的
田园。《东方的墨韵》以中国民族乐器
演奏，呈现了一幅雅致唯美的月夜画
卷。探戈、踢踏、非洲鼓舞和中国扇
子舞《彩翼的国度》，跳出世界各国人
民的欢乐和喜悦。歌曲《月影的深
情》演绎了一幅镜花水月、空灵梦幻
的唯美画境。中国古典舞《彩蝶的虹
桥》，以翩翩起舞的蝴蝶展现了大自
然的五彩斑斓。各国模特身着参展
国名花图案服饰，用花语共叙友谊。
主题曲《美丽的家园》唱出对家园的
赞美、对自然的热爱、对未来的希冀、
对绿色的承诺。精彩的演出，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演出在绚丽的焰火表
演中落下帷幕。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蔡奇、
王毅、赵克志等出席上述活动。

胡春华主持开幕式。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将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在北京延庆举行，以“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为主题。共有约 110 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上接第一版）陕西展区内，有“立体
的画、无声的诗”美誉的盆景艺术让
来宾们赞叹不已。新疆是中国久负
盛名的“瓜果之乡”，新疆展区门口
展示的大石榴籽晶莹饱满，紧密相
抱，象征着中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
结。湖北展区展示的“盆景之王”对
节 白 蜡 体 现 了 中 国 盆 景 的 独 特
雄浑。

中国馆按照“生生不息，锦绣中
华”的理念，划分为中国生态文化展
区、省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区、园艺
类高校及科研单位展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插花艺术展区，是一座会“呼
吸”、有“生命”的绿色建筑。

习近平和贵宾们饶有兴致地观
看、交谈。习近平指出，中国馆体现
了厚重的地域文化，讲述了美丽的

园艺故事，汇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不仅让我们欣赏到美妙的
园艺，更体现了中国与世界追求绿
色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

外方领导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园艺师们的匠
心技艺频频称赞，表示希望与中国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建设多
姿多彩的美好家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外宾们
来到与会国家综合展示区。他们依
次参观了柬埔寨、捷克、吉布提、吉
尔吉斯斯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
坦、日本、新加坡和塔吉克斯坦的花
坛。10国花坛由各国国花、特色花
卉设计组成，展示了各国知名人文
景观和自然风貌，象征着世园会是
世界人民友好交流、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盛会。外宾们感谢中方作为
东道主对各国参展给予的大力支
持，祝愿北京世园会取得圆满成功。

随后，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共
同出席“共培友谊绿洲”仪式。

在装扮成北京世园会吉祥物
“小萌花”、“小萌芽”的青少年簇拥
下，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外方领导人
夫妇走向户外草坪，手持中外国旗
和北京世园会会旗的志愿者们夹道
欢迎。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走到草
坪中央的一棵棵西府海棠前，拿起
铁锹，弯腰培土，并拎起木桶为树苗
浇水。参加“共培友谊绿洲”仪式的
中外领导人合影留念。

丁薛祥、杨洁篪、胡春华、黄坤
明、蔡奇、王毅、赵克志等出席上述
活动。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2013年，我在哈萨

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第一时间得到纳扎尔巴耶
夫首任总统和哈萨克斯坦社会各界
热烈响应。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内，中哈又率先开展产能合作，深化
发展战略对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
合作项目。中哈合作在国际社会中
树立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典范，
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满满的正能
量。希望中哈两国在实现民族复
兴、国家富强的征途上携手并肩，追
梦前行，不断开创中哈关系光辉灿
烂的未来。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杨洁篪宣读《国家主席授勋
令》。现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

全场起立肃静，国旗手护送“友
谊勋章”入场。

礼号声中，习近平郑重为纳扎
尔巴耶夫配挂勋章。他们亲切握
手，热情拥抱。现场响起经久不息
的掌声。

军乐团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国歌。

纳扎尔巴耶夫致答辞。纳扎尔
巴耶夫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
今天向我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
谊勋章”，这对我是无上荣誉。这枚
勋章反映了中方对我致力于推进哈
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努力的高度认
可。哈中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基
础上建立起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国
与国关系的典范，两国间没有任何
未决问题。我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
深厚友谊和互信将永远留在我心
里。我衷心祝贺中国成功举办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已经成为成功的国际合作平台，
不仅推动了亚欧大陆的共同发展，
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
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 国 的 发 展 繁 荣 对 世 界 是 重 大
利好。

出席授勋仪式的还有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巴特尔、何立
峰等。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成员、两国各界友好人士、中
哈青少年代表等400余人参加了授
勋仪式。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4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
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4月30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4月28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在北京延庆举行。这是以“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文艺晚会现
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夜幕降临，彩色的景观灯次第
亮起，位于北京世园会园区内的妫
汭剧场造型宛若一只张开彩翼、振
翅欲飞的蝴蝶。4 月 28 日晚，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
在这里举行。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以‘绿色
生活，美丽家园’为主题，旨在倡导
人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追求美好
生活。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
同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我
希望，这片园区所阐释的绿色发展
理念能传导至世界各个角落。”习近平
主席在开幕式上说。

历经7载筹备，世园会园区从一
片山脊贫地变成如今的万花之园、
百园之园。北京世园会已经成为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
典范和样板标杆。

“未来6个月，2019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将通过风格各异的
园艺展园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向世界各地的来宾彰显植物对提升

人类生活质量和造福子孙后代的深
远意义。”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
斯说，本届世园会不仅将展示动植
物保护的具体范例，还将与公众分
享保护自然、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
最新技术和创新应用。

开幕式现场，来自各外国展园、
国际组织、园区的设计和建设者、各
个省区市等的中外嘉宾汇聚一堂，
共同见证这场园艺盛会隆重开幕。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AIPH）主
席伯纳德的开幕式致辞中充满了对本
届世园会的赞许：“今天，对于AIPH
和世界园艺博览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
日子。因为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世园会，汇聚了比历届世园会更多的
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伯纳德表示，
中国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典范。

“我们在规划建设中始终坚持
一个原则，在原有自然环境基础上
提升改造，尽量减少对现状的干扰，
真正做到尊重自然、融入自然。”本
届世园会规划阶段的总规划师胡洁

在开幕式现场向记者讲述了具有东
方特色的绿色理念，园区内各类配
套服务设施的建设，不仅满足会期
需要，也考虑会后的可持续运营，进
行了统筹规划。

参加开幕式的外国嘉宾纷纷为
本届世园会的绿色倡议点赞。法国
展园的负责人Alain Berger表示，
这届世园会无论是规模还是参展方
数量都刷新了世园会纪录，接下来
几个月将迎来大量游客。“本届世园
会传达了‘绿色生活，美丽家园’这
一重要理念，让大家认识到，只有携
手合作、共同行动才能应对气候变
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

理查德·丹弗尔是英国皇家植
物园邱园的主席，也是本届世园会
万科植物馆的合作方代表。他表
示，来中国很多次，切身感受到了中
国这些年的变化，尤其是在环境治
理方面的提升。相信世园会的举办
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绿色发展、生
态友好。

绿 色 发 展 昭 示 未 来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侧记

本报记者 廉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