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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在埃及开罗大学讲话全文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6 月 4 日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讲话，阐明美国致力于寻求与穆斯林国家
关系的新开端。以下是讲话文字记录中译文，由美国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 

(讲话文字记录开始)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埃及开罗） 

2009 年 6 月 4 日 

奥巴马总统谈新的开端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 

埃及开罗大学 

（Cairo University） 

2009 年 6 月 4 日 

当地时间下午 1 时 10 分  

奥巴马总统：非常感谢你们。下午好。我荣幸地来到永恒的开罗古城，荣幸地受到两所著名学府
的邀请。爱资哈尔(Al-Azhar)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一座伊斯兰学术的灯塔，开罗大学(Cairo 

University)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埃及发展的源泉。你们并肩而立，象征着传统与进步的和谐共进。
我对你们的盛情邀请，对埃及人民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我也自豪地带来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带来我国穆斯林民众的平安问候： “Assalaamu alaykum.”（"愿你平安。"）  

我们相聚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的时期──这种紧张关系的历史根源远远超出了当
前的任何政策辩论。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史既包括好几个世纪的共存与合作，也包括



冲突和宗教战争。在近代，剥夺众多穆斯林权利和机会的殖民主义，以及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往
往被视为傀儡、对其自身意愿鲜有顾及的冷战，加剧了这种紧张。此外，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
巨大变化致使很多穆斯林将西方视为伊斯兰传统的敌人。  

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利用这种紧张关系煽动穆斯林世界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的少数派。9.11 袭击事
件以及这些极端主义分子不断对平民百姓采用暴力的行径使得我们国家中的一些人认为，伊斯兰
教注定不仅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而且与人权为敌。所有这一切导致滋生出更多的恐惧，更多的不
信任。  

只要我们之间的关系定位于我们的分歧，我们就会让那些播种仇恨而不是和平，宣扬冲突而不是
合作的人得势，而合作会帮助将正义与繁荣带给所有人。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怀疑与不和的恶性循
环。  

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
美国和伊斯兰教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
原则──公正与进步的原则；容忍与全人类都有尊严的原则。 

我认识到，变化不会发生于一夜之间。一次讲话不可能排除多年来的不信任，我也不可能在我有
限的时间里应答迄今摆到我们面前的所有复杂问题。但是我深信，为了向前推进，我们必须公开
说出内心深处的话，但我们往往关起门来才说这些话。这必须成为相互倾听、相互学习、相互尊
重并寻求共同之处的持久努力。《古兰经》(Holy Koran)教诲我们："明记真主，永吐真言。"这
就是我将在今天努力做到的──尽最大努力说实话，兢兢业业面对使命，坚信我们同为人类的共同
利益远比给我们造成隔阂的力量强大得多。 

这种信念一部分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我是基督教徒。我父亲来自肯尼亚一个数代穆斯林家庭。
我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几年，听到过宣礼塔在破晓和日落时刻的召唤。我年轻时在芝加哥
的社区工作，那里有很多人从他们的穆斯林信仰中找到了尊严与安宁。  

作为一个研读历史的人，我还知道伊斯兰教对文明的重大贡献。正是伊斯兰教──在爱资哈尔这样
的地方──让学术之光照亮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穆斯林
群体不断创新，发明了代数学；磁性罗盘仪和导航工具；掌握了书写与印刷术；使我们了解了疾
病的传播与治疗方式。伊斯兰文化为我们创造了雄伟的拱顶和高耸的尖塔；永恒的诗篇和美妙的
音乐；遒劲的书法和瞑思静想之所。纵观历史，伊斯兰教以言词和行动揭示了宗教容忍与种族平
等的可能。 



我也知道，伊斯兰教一直是美国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承认我的国家的是摩洛哥。我国第
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 1796 年签署《的黎波里条约》(Treaty of Tripoli)时写
道，"美国自身对穆斯林的法律、宗教或安宁绝无任何敌意"。 自我国建国以来，美国穆斯林使美
国丰富多姿。他们为国作战，担任公职，为民权奋斗，创办企业，在高等院校任教，在体育场上
出类拔萃，赢得诺贝尔奖，建造我国最高建筑，点燃奥林匹克火炬。当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美
国穆斯林在宣誓捍卫我国宪法时，他手抚的是来自我国建国先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 私人图书馆藏书的那本《古兰经》。  

因此，在来到伊斯兰教的最初降示之地以前，我已经在三大洲了解了伊斯兰教。这段经历使我确
信不疑，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伙伴关系必须基于真实的伊斯兰教，而不是那些不实之词。身为美国
总统，我认为我的职责之一是随时驳斥对伊斯兰教的消极成见。  

然而，同样的原则也必须适用于穆斯林对美国的态度。就像穆斯林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
样，美国也不能被用妄自尊大的帝国模子定型。美国是世界历来所知的最伟大的发展源泉之一。
我的国家是在反抗一个帝国的斗争中诞生的。我们的建国理念是人人平等。几个世纪以来，我们
不惜流血奋斗，实现那些话的含义──在我国国内，以及在世界各地。我们受到来自地球四面八方
的各种文化的影响，但笃信一个简单的理念：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 

对一个名叫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非洲裔美国人能够当选美国总统这一点已经议论繁多。但我
的个人经历并不是那么独特。虽然人人都有机会的这个理想还没有在美国每一个人身上实现，但
对于登陆我国的所有人来说，这个希望是存在的──其中包括属于我国今天 80 多个族裔群体的近
700 万美国穆斯林。实际上，美国穆斯林的收入及教育水平超过了我国的平均线。 

而且，美国的自由与信奉宗教的自由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遍及我们合众国的每个州，
在我们境内有着 1200 多座清真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为保护妇女和女童戴头巾的权利和为
了惩罚那些想剥夺这项权利的人而诉诸司法手段。 

所以，毋庸置疑：伊斯兰是美国的一部分。我认为美国自身坚信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大家，无论
种族、宗教或生活地位，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平安全地生活；受教育和有尊严地工作；热爱我
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神主。这些是我们共享的东西。它是全人类的希望。 

当然，认识到我们共同的人性还只是我们使命的开始。仅凭言语无法满足我们人民的需要。要做
到满足这些需要，我们必须在今后的年月里大胆行动，我们必须理解，全世界人民面临的种种挑
战是共同的，不能应对这些挑战将使我们所有人受害。 



我们已经懂得，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衰弱时，世界各地的繁荣都受损害。当一种新流感感染了
一个人时，对所有人都有威胁。当一个国家寻求核武器时，所有国家都面临核袭击的更大危害。
当暴力极端分子在一个山区活动时，大洋彼岸的人受到威胁。当波斯尼亚和达尔富尔无辜的人民
遭屠杀时，它给我们大家的良心留下污点。这就是在 21 世纪共享世界的含义。这就是我们作为
人类相互具有的责任。 

这是一项艰难的责任；人类的历史常常是国家、部落甚至宗教为自身利益征服他方的历史。然
而，在这个新时代，那种心态是自我消损。任何旨在让某一国家或某一群体提高地位的世界秩序
都将注定失败。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过去，我们绝不成为它的俘虏。我们的种种问题必须通
过合作方式来处理，我们必须分享进步。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忽视紧张关系的来源。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必须严正面对。本着这一精
神，请让我尽力明确和直率地谈谈某些我认为我们最终必须共同面对的具体问题。 

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 

我在安卡拉明确表示，美国并非──也绝不会──与伊斯兰教交战。但我们会无情抗击对我国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因为我们绝不接受所有宗教的信众都会拒绝的同样的行为：杀
害无辜的男子、妇女和儿童。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是我作为总统的首要职责。 

阿富汗的形势既说明了美国的目标，也说明我们必须进行合作。7 年多前，美国在广泛的国际支
持下追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我知道，有人仍对
9.11 事件有疑问或为其找借口。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2001 年 9 月 11 日，“基地”组织杀
害了将近 3000 人，受害者是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无辜男子、妇女和儿童，他们未曾伤害任何
人。他们与“基地”组织政治上的嫌怨或仇恨意识形态毫不相干。然而，“基地”组织蓄意残忍地杀
害了这些人，声称这一袭击行动系其所为，并一再表明打算再次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狼子野心。他
们在很多国家都有同伙，并企图扩大他们的影响。这些都不是可以辩论的看法问题，而是必须正
视的事实。 

不要有任何误解：我们不希望保持在阿富汗的驻军。我们不在阿富汗寻求军事基地。失去我国青
年男女的生命是美国十分痛苦的事。继续这场冲突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政治上也是困难的决
定。一旦我们可以确定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经不存在要尽可能多地杀害美国人的丧心病狂的暴
力极端主义分子，我们会很高兴地撤回每一名美军士兵。但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在与 46 个国家结成合作联盟。尽管需要付出代价，美国的决心不会减弱。的确，我们
任何人都不应容忍这些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在很多国家杀人。他们杀害了持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
──杀害最多的是穆斯林。他们的行为与人类的权利、国家的进步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不相容的。
《古兰经》教导说，谁杀害一个无辜者就好比杀害了整个人类；《古兰经》还说，谁拯救了一个
人就好比拯救了整个人类。有超过 10 亿人口的这一永恒信仰之宏大是一小撮人狭隘的仇恨之心
无法比拟的。我知道，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问题──伊斯兰教必须
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我们也知道，仅凭军事力量无法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打算在
今后 5 年内每年投入 15 亿美元，与巴基斯坦合作建造学校、医院、道路和企业，另投资 1.7 亿
美元帮助流离失所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提供超过 28 亿美元帮助阿富汗人发展经济
和提供人民赖以生存的服务。 

我再来谈谈伊拉克问题。不同于阿富汗的是，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可以选择不打的战争，在美国国
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分歧。虽然我相信没有萨达姆·侯赛因的暴虐政权，伊拉克人民最终会获益
良多，但我也相信，伊拉克发生的事件提醒我们，有必要通过外交手段和建立国际共识解决我们
的问题。确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的话：“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我们的
力量而增长，并告诫我们，我们的力量使用得越少，它就越有力。” 

今天，美国承担着双重责任：帮助伊拉克人打造更美好的未来，同时要将伊拉克交给伊拉克人。
我明确地向伊拉克人民表示，我们不寻求基地，对领土或资源没有要求。伊拉克的主权属于伊拉
克自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已下令在明年 8 月前撤出我们的作战部队。也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我们将履行与伊拉克民选政府达成的协议，在 7 月前从伊拉克城市撤出作战部队，在 2012

年年底前将所有的部队撤出伊拉克。我们将帮助伊拉克训练安全部队和发展经济。但我们是以伙
伴的身份，而绝不是以保护人的身份支持伊拉克的安全与统一。 

最后，美国绝不能容忍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同样我们也绝不能改变或忘记我们的原则。9.11 事
件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这一事件引起的忧惧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
事件也使我们采取了与我们的传统和理想相悖的行动。我们正在采取具体行动改变路线。我明确
禁止美国使用酷刑，我已下令明年初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 

因此，美国将进行自卫，同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法治。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将与同样受到
威胁的穆斯林社区结成伙伴。早一天使极端主义分子在穆斯林社区受到孤立和丧失人心，我们就
能早一天获得更大的安全。 



我将讨论的紧张关系的第二大根源是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局势。 

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牢固关系众所周知。 这种关系坚不可摧。它基于文化和历史的纽带以及这样
一个认识：对犹太家园的渴望有着一个悲哀的历史源头，这个历史是无可否认的。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经受了很多世纪的迫害，反犹太主义被前所未有的大屠杀推到顶峰。明天，我
将参观布痕瓦尔德，那里曾是犹太人遭受纳粹奴役、折磨、杀害和被毒气致死的集中营之一。
600 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这超过了今天以色列的全部犹太人口。否认这一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无
知的，仇视性的。威胁毁灭以色列──或不断重复有关犹太人的恶意成见──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只
会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唤起这一最痛苦的记忆，同时阻碍这个地区人民应得的和平。 

然而，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历经苦难。
60 多年以来，他们承受了流离失所的痛苦。许多人在西岸、加沙以及邻国土地的难民营里等待着
他们从不曾过上的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他们每天忍受着由占领带来的大大小小的羞辱。所以，毋
庸置疑：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是不能容忍的。美国对巴勒斯坦人追求尊严、机会和自身国家的合
理抱负不会置之不理。 

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僵持局面：有着合理追求的两族人民，因各自的痛苦历史而使妥协可
望不可及。相互指责并不难——巴勒斯坦人指责由以色列建国而造成的流离失所，以色列人指责
贯穿其全部历史的来自境内外的敌意和袭击。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一方或另一方来看待这一冲
突，我们将无视事实：实现双方愿望的惟一出路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和平安全共存的两国解
决方案。这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符合巴勒斯坦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因此
我将亲自致力于取得这一结果。各方根据“路线图”已同意承担的义务是明确的。为了实现和平，
现在是他们──以及我们各方──应该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了。 

巴勒斯坦人必须放弃暴力。暴力抵抗和屠杀不能达到目的。在几个世纪里，美国黑人奴隶遭鞭
打，受种族隔离的凌辱。然而，最终导致获得全面平等权利的不是暴力，而是对美国建国核心理
想的和平与执著的坚持。同样的经历也可在从南非到南亚，从东欧到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国家人民
的历史中看到。这个经历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暴力是死路一条。向睡梦中的以色列儿童发射
火箭炮或炸死公共汽车上的老妪，既非胆识也非力量的表现。它不是在申明道义权威，而是在丧
失道义权威。 

现在是巴勒斯坦人致力于如何进行建设的时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发展治理能力，建立为
人民的需求服务的机制。“哈马斯”确实在一些巴勒斯坦人中拥有支持，但他们也有责任。要为实



现巴勒斯坦的抱负而发挥作用，“哈马斯”就必须停止过去的暴力，遵守过去的协议， 承认以色列
的生存权。 

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必须意识到，正如以色列的生存权不能被剥夺一样，巴勒斯坦的生存权也不
能被剥夺。美国不接受以色列继续建造定居点的合法性。这一做法违反了过去的协议，有损实现
和平的努力。现在是停止这些定居点的时候了。 

以色列也必须履行其义务，确保巴勒斯坦人能够生活、工作、建设其社会。正如摧毁巴勒斯坦人
的家庭一样，加沙持续的人道危机无益于以色列的安全，西岸缺乏机会也同样如此。巴勒斯坦人
民日常生活的改善必须是通向和平之路的一个关键部分。 

最后，阿拉伯国家必须认识到，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而不是责任的终止。阿-以冲突决不应再被用来转移阿拉伯国家人民对其他问题的视线。相反，它
应成为一个行动的号召，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发展维系国家的机制；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选择进
步，而不是自我消耗地向后看。 

美国将使我们的政策与追求和平者的政策协调一致。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我们将对
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说同样的话。我们不能把和平强加于人。但是，在非公开场
合，许多穆斯林承认以色列不会消失。同样，许多以色列人也承认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时
不我待，我们必须基于人所共知的事实行动起来。 

眼泪已流得太久；鲜血已洒得太多。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为这样一天的到来而奋斗，那就是：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的母亲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毫无恐惧地长大，三大信仰的圣地(Holy Land)成为天
意属望的和平之地，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安全和永久的家园，并像伊斯拉
(ISRA)故事中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颂安)共同祈祷那样，成为亚伯拉罕所有子孙和平相处的地
方。 

第三个造成紧张关系的原因涉及国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权利和责任，对此，我们必须达成共识。 

这个问题是美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多年来，伊朗在某种程度上用它
与我的国家的对立来给其自身定位。伊朗与美国之间确实有着坎坷的历史。在冷战期间，美国对
伊朗的民选政府被推翻起了作用。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在劫持人质和对美军及平民发动的暴
力事件中扮演了角色。这一历史众所周知。我没有选择自陷于过去，我已经向伊朗领导人和伊朗
人民表明，我国已做好向前迈步的准备。对于伊朗而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反对什么，而在于它
希望建设什么样的未来。 



消除数十年的不信任决非易事，但是我们有勇气、有正气、有决心向前迈进。我们两国之间有许
多问题有待商讨，我们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基于相互尊重向前迈进。但是，有关各方都
很清楚，在核武器方面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决定性关头。它所关系到的不单纯是美国的利益，而是
为了阻止一场可能会使中东地区和全世界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的核武器竞赛。 

我理解有些人针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
应挑选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因此，我坚决重申，美国承诺争取建立一个任何国家都不拥有
核武器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伊朗——如果它履行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

Proliferation Treaty)承担的责任，就应当有权获取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源。这一承诺是这项条
约的核心，应为条约各方全面遵守。我希望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支持这一目标。 

我要讲的第四个题目是民主。 

我知道，近几年来在推进民主方面存在争议，而且许多争议与伊拉克战争有关。所以，我要明确
表示：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够或应该被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减少我对代表人民意愿的政府的承诺。每个国家以植根于本国人民传统的各
自方式给这一原则赋予生命力。美国并不自认知道什么是对所有人最为有益的做法，正如我们不
会主观选择和平选举的结果一样。但是我确实坚信，某些东西是所有人都渴望的：能够畅所欲言
并对自己被管理的方式有发言权；对法治和司法公正有信心；政府施政透明，不盗窃人民财富；
以及有自由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等。这些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这些是人的权利，因此美国在各
地都支持这些权利。 

实现这一诺言没有直线可循，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保护这些权利的政府最终会更稳定、更成
功、更安全。压制思想决不会让这些思想消失。美国尊重世界各地一切和平、守法人士的发言
权，即使我们与他们意见不一。我们将欢迎所有民选的和平政府——只要这些政府在施政时尊重
本国人民。 

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只是在不当政时呼吁民主，一旦大权在握，他们就残暴压制他人的
权利。无论植根于何处，民有和民治的政府为所有当权者设定了一个标准：你必须通过人民的许
可保持权力，而不是采用强迫手段；你必须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本着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参与；你
必须把人民的利益以及合法的政治程序至于自己的政党利益之上。没有这些要素，单凭选举无法
实现真正的民主。 

我们必须共同解决的第五个问题是宗教自由问题。 



伊斯兰教拥有值得自豪的宽容的传统。这一点我们在宗教法庭时期安达鲁西亚（Andalusia）和
科尔多瓦（Cordoba）的历史上看得很清楚。我童年时在印度尼西亚亲眼所见，在这个穆斯林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虔诚的基督教徒可以自由地从事礼拜活动。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所需要
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能听从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灵魂的驱使，自由地选择宗教信仰和过自
己的宗教生活──无论他们选择的是何种宗教。这种宽容精神对宗教的兴旺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
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在某些穆斯林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通过排斥他人的信仰来显示对自己的信仰之忠诚。丰
富的宗教多样性必须得到维护──无论是黎巴嫩的马龙派教徒(Maronites)还是埃及的科普特教会
成员(Copts)。另外，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对待这个问题，穆斯林内部的裂隙也必须弥合，因为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在某些地方已导致悲惨的暴力，特别是在伊拉克。 

宗教自由对各族人民能否和睦相处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经常认真地考虑我们保护宗教自由的方
式。例如，在美国，有关慈善捐款的规定加大了穆斯林履行宗教捐助义务的难度。为此，我承诺
与美国穆斯林共同努力，以确保他们能够施行天课（zakat）。 

同样，西方国家必须避免妨碍穆斯林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宗教活动—例如，不能对穆斯林妇
女的着装进行强制规定。我们不能以自由主义为幌子敌视任何宗教。 

的确，信仰应有助于我们休戚与共。因此，我们正在美国制订一些新的服务计划，使基督徒、穆
斯林和犹太人共同参与。因此，我们欢迎阿卜杜拉国王倡导的宗教间对话和土耳其在文明联盟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在全世界各地，我们可以使宗教间对话发展成宗
教间服务，通过各种连接各族人民的桥梁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推进共同的人道精神──不论是在非洲
抗击疟疾, 还是在自然灾害后提供救援。 

我要谈的第六个问题是妇女的权利。 

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在座的各位就是例证。西方某些人认为一位妇女选择遮盖自己
的头发即说明不那么平等，我反对这种看法。但我确实认为剥夺妇女的教育权利就是剥夺了妇女
的平等权利。妇女受到良好教育的国家有极大的可能实现繁荣，这种情况决非偶然。 

我希望明确表示：妇女的平等权利绝不仅仅是伊斯兰教的问题。在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和印度尼西亚，我们看到这些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选举了妇女领导人。与此同时，在美国社
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以及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仍在持续。 



我深信，我们的女儿们也能像我们的儿子们一样为社会作出很大贡献。让全人类—包括男人和女
人—充分发挥其潜力将促进我们的共同繁荣。我并不认为，妇女为了获得平等必须作出与男人相
同的选择，我尊重在生活中选择承担传统角色的妇女。但是，这应当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因此，
美国愿意与任何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进行合作，支持提高女童识字率，并通过小型信贷帮
助年轻妇女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的景象充满着矛盾。因特网和电视能传播知识和信息，但同时也会
展示露骨的性行为和肆无忌惮的暴力。贸易可以带来新的财富和机会，但也会造成巨大的分化和
社区的演变。在所有的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这种变化可以引起恐惧，担心现代化会意味着我
们失去对自己的经济选择、对政治，最重要的是对自身特征的控制──那些我们挚爱的有关我们的
社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宗教信仰的方方面面。 

但我知道，人类的进步不可阻挡。发展与传统并不矛盾。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保持自己特有文化
的同时发展了经济。在从吉隆坡到迪拜的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内，也出现了同样惊人的经济进
步。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穆斯林社区都站在创新和教育的前列。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发展战略绝不能仅仅建立在地下资源的基础之上，在年轻人失业的情况
下，发展也不可能持续。很多海湾国家因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享有富足的生活，其中有些国家已开
始专注于更广泛的发展。但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到，教育和创新将成为 21 世纪的资本，而
太多穆斯林社区对这些领域投资不足。我正在我的国家强调这一点。过去，美国特别重视这一地
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如今，我们将寻求更广泛的接触。 

在教育领域，我们将扩大交流项目，增加奖学金，就像我父亲，当年就是靠奖学金有机会去美国
的。与此同时，我们将鼓励更多的美国人到穆斯林地区学习。我们将安排有前途的穆斯林学生到
美国实习，为世界各地的教师与儿童投资发展在线教学，创造新的在线网络，让堪萨斯的青少年
能够即时与开罗的青少年进行网上沟通。 

谈到经济发展，我们将建立新的商务志愿队，与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中的同行结成伙伴。我将在
今年主持一次创业峰会( Summit on Entrepreneurship)，以确定我们如何能够深化美国与全
世界穆斯林社区中的工商领导人、基金会及社会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将发起一项新的基金以支持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中的技术发展，帮助将创
意投入市场，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将在非洲、中东及东南亚地区开设促进科学事业中心，



并任命新的科学事务特使，就有关计划进行合作，以开发新型能源、创造有利环保的工作机会、
使档案数字化、使水资源洁净化，并种植新型作物。今天我宣布与伊斯兰会议组织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的一项新合作，旨在根除小儿麻痹症。我们还将谋
求扩大与穆斯林社区的合作关系，以促进儿童和妇女健康。 

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合作关系来实现。美国人已准备与各国政府及公民、社区组织、宗教领袖及
穆斯林社区的公司企业携手努力，帮助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 

我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并不能轻易解决。然而，我们有责任携手努力建设一个我们所追求的世界—

—一个极端主义分子不再威胁我们的人民、美国军队返回家园的世界；一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
人在各自国家中和平安全、核能仅用于和平目的世界；一个政府服务于人民、上天所有子民的权
利都得到尊重的世界。这些是共同的利益。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世界，但我们只有携手共进才能如
愿以偿。 

我知道有很多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怀疑我们是否能创造这个新的开端。有些人急于煽风点火
制造隔阂，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有些人认为不值得付出这样的努力──他们说我们注定要有分
歧，文明的冲突在劫难逃。还有很多人只是对变化是否真能发生疑虑重重。有太多的恐惧感，太
多的不信任。但我们若甘于被过去束缚，就永远无法前进。我特别要对各国各个信仰的年轻人说
——你们，比任何人都有能力重建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段时间花在导致我们分裂的东
西上，还是全心致力于一种努力──一种持久努力──以寻求共同之处，以我们争取为子孙后代创造
的未来为重，并尊重全人类的尊严。 

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要难。看到与别人的共同之处比看到不同之处要难。我们应该选择正确的道
路，而不只是容易的道路。而这正是信仰给我们指明的方向。所有宗教都有同一个核心原则──已
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真理超越国家与民族──这一信念不是新出现的；不是黑色的、白色的或
棕色的；也不代表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这种信仰孕育于文明的摇篮，至今跳动在亿万民
众的心间。它是对他人的信任，它是促使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们有能力把世界变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勇于开创新的开端，同时谨记经文
的训导。 

《古兰经》告诉我们：“人类！我们创造了你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让你们成为国家和部落以便彼
此相识。” 



《塔木德经》(Talmud)告诉我们：“全部《托拉》(Torah)都是为倡导和平。” 

《圣经》（Holy Bible）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 

世界人民能够和平共处。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旨意。现在，这必须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使命。 

谢谢你们，愿主赐予各位平安。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完） 

当地时间下午 2 时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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