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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普京总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同普京总统一道，来到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莫

斯科大剧院。70年前，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两国领导

人正是在这里拉开了中苏友好的历史序幕。今天，我们又一

次在莫斯科大剧院欢聚一堂，隆重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共

同迎来中俄关系又一个历史性时刻。

我们不会忘记，在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

间，中苏军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用鲜血铸就

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

苏联即承认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新中国建设百废待

兴的岁月里，大批苏联专家援华，用智慧和汗水帮助新中国

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也书就了两国人民友谊的佳话。

经历了中苏关系的起伏后，双方着眼时代发展潮流和两

国人民根本利益，推动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开创性建立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中俄关系，为两

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21世纪，面对国际形势新变化，双方签署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永不

为敌”的理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坚定视彼此为本国外交优先方向，建

立起完备的各领域交往机制，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人文交流蓬勃开展，国际协作密切有效，为推动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经过 70年风云变幻的考验，中俄关系愈加成熟、稳

定、坚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刚

才，我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发展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提质升

级，共同开启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始终以互信为基石，筑牢彼

此战略依托。牢固的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坚

定的相互支持是两国关系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珍惜和呵护双方建立起来的宝贵互信。要充分利

用两国各层级交往机制和完备的合作平台，就各自大政方

针、内外政策、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坦诚深入沟通交流，加

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的力度，牢牢把握中

俄关系向前发展的战略方向，不受任何人干扰和破坏。

——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着力深化利益交融，拉紧共

同利益纽带。中俄两国都处在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要携

手并肩实现同步振兴。双方将本着开拓创新、互利共赢精

神，继续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持

续推进战略性大项目顺利实施，深入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

力，充分发挥地方互补优势，不断提升两国合作自身价值

和内生动力，构建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中俄互利合

作新格局，实现更紧密的利益融合，让两国人民共享中俄

合作成果。

——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大力促进民心相通，夯实世

代友好的民意基础。70年来，无论两国关系经历何种变化，

人民的友谊始终坚如磐石。今年，两国主流媒体举办了庆祝

建交70周年跨国互动活动，吸引了两国亿万民众积极参与。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一道出席了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

式，大熊猫“丁丁”和“如意”落户莫斯科动物园，相信将

为俄罗斯人民特别是小朋友们带来欢乐，成为中俄两国人民

友谊的又一佳话。下一步，我们要在教育、文化、体育、旅

游、媒体、青年等领域举办更多人民广泛参与、喜闻乐见的

活动，鼓励两国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鉴，促进理念

沟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共同传递中俄世代友好的接力

棒。

——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更加担当有为，携手维护世

界和平安宁。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俄作为世界大国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继续秉持公平正义，坚持责

任道义，体现担当仗义，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

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70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中俄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伙伴。让我们以庆祝

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共同开创新时

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

谢谢大家。

（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
—在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 6月 5日，莫斯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生生不息，锦绣中华。”这是北
京世园会中国馆的展陈理念，也是中
华文化融入自然景观和建筑作品的诗
意表达。

6日，北京世园会迎来中国国家馆
日，中外嘉宾代表齐聚于此，欣赏中国
馆的建筑之美和锦绣园艺。

世园会开园一个多月，中国馆凭借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完
美融合，成为园区的人气展馆，日均客
流量超过4万人次。

青山绿水，梯田环绕。名为“锦绣
如意”的中国馆，宛如一柄温润如意，
与周围景色融为一体。讲解员介绍道，
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远古时代人们巢居
和穴居的生活方式，蕴含着先人田园文
化和农耕文化价值观。

展馆入口前，一个半径约 16 米的
圆形“天井”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进入馆内，才发现这口“井”别有洞
天。水滴如串珠般滚落，发出滴滴答答
的声响，让游客如同下雨天站在老房子
的屋檐下，聆听大自然的交响乐。

场馆内，中国馆最大的展区——中
国省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示区，吸引了
不少观众的目光。据介绍，这里汇聚着
来自全国 31个省区市的园艺成果、经
典花卉和特色植物。漫步其中，只见云
南的“种子墙”、内蒙古绿草铺就的地
面、老北京的绿瓦红墙……仿佛一部微
缩图鉴，向游客展示别具一格的风土人
情。
“新疆的瓜果很诱人，湖南的潇湘

馆让人充满向往，每个展区的特色都很
突出，美不胜收，真想走遍中国的大江
南北！”从中国出来，来自韩国的留学
生金木易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和中国省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示区

的特色风情不同，中国生态文明展区则
是一派诗意景象。走进“祥和逸居”主
题展区，以《十八学士图》和《圆明园
四十景图》为代表题材，用影像全景展
现了汉唐时代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色。纱
幔和光影交错中，观众犹如步入画中，
跨越千年时光体验古人田园生活。来自
上海的游客李斌说：“生活在高楼大厦
林立的城市，对传统田园生活渐渐陌
生，在高科技助力下，我今天又体验了
一回。”

在中国园艺高新科技成果展区体
验园艺产业科技成果，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插花艺术展区欣赏中国传统插花
经典作品……古典与现代和谐交融，
传承与创新演绎精彩，一路参观，记
者深深沉浸在这场充满诗情画意的国
风盛宴中。

（本报北京6月6日电）

世园会劲吹锦绣中国风
■本报记者 石宁宁

■李克强 6日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动东
北振兴工作，韩正出席会议

■栗战书 3日至 6日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江苏检
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

■汪洋近日在山西省右玉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中小学组织开展“我爱祖
国，同唱国歌”活动 （均据新华社）

本报西双版纳 6月 6日电 龚胜

祥、特约记者姜博西报道：第二届中老
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 5 日至 6 日在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磨憨口岸）和老挝南塔省南塔县（磨
丁口岸）举行。南部战区司令员袁誉
柏、老挝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希达洛分
别率代表团，观摩两军首次反恐联合

演练和两军边防部队联合巡逻，参观
双方边防连队，慰问两国边境小学并
捐赠教学物资。

5日下午，袁誉柏和希达洛举行坦
诚、友好的会谈，双方赞赏两国两军关
系积极发展势头，同意采取有力措施落
实两党两国两军领导人重要共识，保持
各层级常态化交往，开展多样化联合演

训活动，加强双方青年官兵交流，完善
边防交往合作机制，共同维护好边境地
区和平稳定。

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由中老
两军共同组织，两国军地有关部门参加，
旨在增进双方了解互信，推动中老传统
友好关系深入发展，创新两军务实合作，
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第二届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举行

六月的莫斯科，见证中俄关系的

又一个历史性时刻。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

京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发

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实现两国关系提质升级，共同开

启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

时代。赋予中俄关系新的定位和内

涵，不仅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也将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繁荣。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也是中俄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

首的引领下，当前中俄关系在高水平

上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处于历史

最好时期，树立了世界大国、邻国和

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历史经验

充分昭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两国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

散的真伙伴。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

起点。加强中俄关系是时代的召唤，

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也符合

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向高处立，牢牢把握中俄关系向

前发展的战略方向，新时代中俄关系

才能行稳致远。从开创性建立“不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

中俄关系，到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到国际

协作密切有效、各领域合作积极推

进，实践证明，牢固的政治互信是中

俄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坚定的相互支

持是两国关系的核心价值。像爱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和呵护宝贵互信，

增进战略沟通和协作，加大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力度，就

能进一步深化两国互信，为中俄关系

的更大发展夯实基础。

向实处落，不断深化各方面互利

合作，新时代中俄关系才能根深叶

茂。把中俄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

务实合作成果，是两国的共同期待和

努力方向。“实”意味着深化利益交

融，拉紧利益纽带。继续开展共建

“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深入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构建起

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中俄互利

合作新格局，携手并肩实现同步振

兴。“实”也意味着促进民心相通，

夯实民意基础。在教育、文化、体

育、旅游、媒体、青年等领域开展交

流合作，促进理念沟通、文化融通、

民心相通，共同传递中俄世代友好的

接力棒，让两国人民的友谊始终坚如

磐石。

向广处行，携手维护世界和平安

宁，新时代中俄关系才能担当有为。

国家越大，责任就越大。中俄作为世

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共同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

使命。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人类

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中俄开

展密切有效的协调和配合，秉持公平

正义，坚持责任道义，体现担当仗

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两国元首共

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

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

声明》，再次彰显了中俄的担当精神和

两国战略协作的坚定决心，为纷繁复

杂的国际形势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

在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的文艺演

出中，中俄艺术家合奏的中国乐曲

《茉莉花》和俄罗斯乐曲《红莓花儿

开》应和而鸣，表达了对中俄关系的

祝福与期待。俄罗斯有句谚语：“大

船必能远航。”中国有句古诗：“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

建交 70周年为新起点，中俄并肩前

行，两国关系定能扬帆远航，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更有力地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开启中俄关系发展新时代
■新华社评论员

商务部 6日发布报告，阐明中美经贸合作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美国从中获益巨大。美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对华出口管制等人为
限制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贸易政策、美元的
储备货币地位等多种因素影响，美方没有“吃亏” （据新华社）

（上接第一版）选择在这里表明中国主
张，绝非偶然。

同为世界主要大国、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新兴市场国家，中俄关系具
有全球意义。6年来，两国元首不仅仅
在双边层面谋划中俄关系，更从全球视
角运筹中俄关系。

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关于进一步深
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
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
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多份

具有战略意义的联合声明，擘画中俄关系
发展蓝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捍卫以联合
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

这一次，两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两份
联合声明，一份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一份关于加强当代全
球战略稳定。

绿意盎然的莫斯科，两位老朋友，共
同开启了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
的新时代。
——要始终以互信为基石，筑牢彼

此战略依托；
——要着力深化利益交融，拉紧共

同利益纽带；
——要大力促进民心相通，夯实世

代友好的民意基础；
——要更加担当有为，携手维护世

界和平安宁……
里程碑，新起点。“搬不走的好邻居、

拆不散的真伙伴。”这是 70年栉风沐雨
得来的历史馈赠，这是新时代给予两国
人民的启示与召唤，这是新型国际关系
的典范，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
大事业的责任与担当。
（新华社莫斯科6月6日电 记者

郝薇薇、霍小光）

（上接第一版）

两位领导人走出熊猫馆，立刻被等候
在外的30多名中俄小朋友簇拥在中间。

中国小朋友们问候习近平主席：
“习爷爷好！”并用俄文问候普京总统。

俄罗斯小朋友们用中文问候习近平
主席：“您好！”

习近平主席微笑地跟孩子们打招
呼：“你们好！”

两位领导人同孩子们亲切互动，合
影留念。

孩子们手上举着熊猫玩偶，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此情此景，暖意浓浓。
似乎受到外面热烈气氛的感染，

“丁丁”和“如意”的心情格外好，更加起
劲儿地嚼着胡萝卜，摆出萌萌的姿态，
享受着这样一个有滋有味、舒适和谐的
初夏夜晚。

这是这两位“中俄友谊特使”在俄
罗斯的首次公开亮相。

陪同习近平主席出席熊猫馆开馆
仪式前，普京总统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
“丁丁”和“如意”落户莫斯科动物园。
“当我们说起大熊猫，总会面带微笑。
中国把‘国宝’大熊猫送到这里，将见证

我们两国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当晚，习近平主席出席中俄建交 70

周年纪念大会时表示，“丁丁”和“如意”落
户莫斯科动物园，将为俄罗斯人民特别是
小朋友们带来欢乐，成为中俄两国人民友
谊的又一佳话。“下一步，我们要在教育、
文化、体育、旅游、媒体、青年等领域举办
更多人民广泛参与、喜闻乐见的活动，鼓
励两国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鉴，
促进理念沟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共同
传递中俄世代友好的接力棒。”
（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 记者

蒋国鹏）

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习近平发表题

为《携手努力，并肩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的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