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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闫子敏）针对有英国“人权活动人士”抵
达香港时被拒绝入境一事，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是
否允许入境是中国的主权。

据报道，英国“人权活动人士”罗杰
斯 11日抵达香港时被拒绝入境，英国政
府称已向中国中央政府寻求解释。

华春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香
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负责
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国中央政府
和特区政府依法处置有关问题。允许谁
入境，不允许谁入境，是中国的主权。

她说，香港已于 1997年回归中国，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
任何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以任何方式

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这个人赴港是否有意干预特区内

部事务、干预香港司法独立，他自己非常
清楚。”华春莹表示，针对英国官方的有
关言论，中方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日就西
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宣布通过“公

投”赢得独立权利一事表示，中方理解
并支持西班牙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近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在
加区议会发表讲话，宣布该区已通过
“公投”赢得独立权利，但将暂时搁置独
立宣言，寻求与西政府开展对话。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有关情况，理解并支持西班
牙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领
土完整所做的努力，相信西方有能力依
法保障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
“中西是友好国家。我们将继续秉

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
内政原则，同西班牙发展各领域友好合
作关系。”华春莹说。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是否允许英“人权活动人士”入境是中国主权
理解并支持西班牙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

倡导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共建
“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赢
得日益广泛认同。

学汉语、过春节、读中国传统哲
学……中国文化润物细无声，日益赢
得更多海外民众喜爱。

开放自信、平等相待、交流互
鉴……中国对外交往展现出独特的中
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随着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不断增
强，中国软实力的影响力也在提升。在
国际舞台上，中国软实力日益展现出自
信亲和、兼济天下的风采。

中国理念 利于世界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古朴庄重的
日内瓦万国宫大会厅，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牵动世人目光。
“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

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
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高度赞同习近平主席描绘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面对不断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加强
和完善全球治理迫在眉睫。中国理念

为解决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和平赤字、发
展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建设性方案。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公平、开放、全
面、创新的新发展观，为全球发展指明
新的方向；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提
供新的路径；“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合
作理念纳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为更加完
善的全球治理开出良方。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
究员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
中国》一书评价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对中国
和世界各国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说：
“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
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
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
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
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中国文化 自信亲和

近年来，纽约帝国大厦、伦敦眼、悉
尼歌剧院等世界知名地标建筑穿起“春
节装”，多国发行生肖邮票成为每年例
行的春节“节目”……中国春节已走进
海外主流社会，成为许多国家各族裔民

众同庆的节日。
“春节注重亲情友情的巩固和传

递，崇尚包容，强调和睦。”华美协进社
孔子学院美方院长廖申展说。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也
越发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正以
自信、开放、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

中医、太极拳、《孙子兵法》《论语》
《道德经》……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粉
丝”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兴趣不再局限
于表面，而是将其融入生活，深入心灵。

75岁的意大利老人吉诺尔菲以打
坐、练功开始一天的生活。学习中国功
夫近 30 年的他将《道德经》随身携带。
“这是中国功夫的‘魂’，”他说，“老师教
导我做人要宽厚、包容，与人为善。”

古风犹在，新韵又起。体现新时期
中国社会风采的文艺作品，也日益赢得
海外民众青睐。

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
变人形》、铁凝的《棉花垛》、毕飞宇的
《推拿》在俄罗斯颇受欢迎。《山河故人》
《琅琊榜》《欢乐颂》《虎妈猫爸》等一大
批类型题材各异的中国影视剧走出国
门，形成一股影视“华流”。
“对于非洲人来说，中国很遥远，通过

中国影视剧，我们感觉到中国人就在身
边，和我们一样，有生活的烦恼，也有共同
的梦想和追求。我们欢迎这样的故事。”
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台长姆沙纳说。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氏
水说，在越南，中国的文化产品种类丰
富，特别是影视剧有着大量观众，“中国
文化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力稳步增强”。

中国智慧 和平包容

以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尊”为原型，
由景泰蓝工艺制成，以“中国红”为主色
调，配以龙凤等传统吉祥装饰。2016年
2月 25日，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赠
送联合国的“和平尊”正式安放在联合
国总部。

联合国艺术品委员会主席、副秘书
长高须幸雄说，希望人们在欣赏这件精美
艺术品时，要思考“和平尊”传递的和平信
息，从人类追求和平的梦想中得到启迪。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中
国在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关系中，体现
出如水一样的融通灵动，提倡和平、秉
持包容，创造和谐共生的局面。

在国际合作中，中国重视包容发
展，真诚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一
带一路”倡议赢得的国际支持和参与超
出预期，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
公共产品。

中国奔走斡旋，推动朝鲜半岛核问
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
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建
设性作用赢得各方普遍赞赏。

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看来，中国
领导人强调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一
个相当明智的战略。“中国的内外软实
力都在增强，这种令人赞赏的正能量的
政治局面，我称之为（与零和思维迥然
有别的）‘正和政治’。”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者

郑汉根、危玮）

自信亲和 和平包容
—中国软实力的国际感召

波兰，水泥搅拌机的轰鸣回响在奥波莱省空
旷的田野。福建鸿博集团投资 1亿美元的照明设
备企业基建项目即将收尾。

塞尔维亚，中方参与建设的E763高速公路正
加紧施工，宽阔的路面向远方延伸。

希腊，陷入困境的比雷埃夫斯港（比港）因中
方注资 6亿欧元而重现生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中远海运）等全球航运巨头的货轮往来穿梭。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欧洲经
济正从中找寻止跌企稳的新契机。桥梁飞架南
北，铁路联通东西，厂房拔地而起……4年多来，
塞尔维亚、波兰、匈牙利、希腊、马耳他、塞浦路
斯、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正因“一带一路”建设加速前行。

开绿灯，点石成金激活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串开启共同发展的金钥
匙，为欧洲各国在复兴经济的道路上开启了绿灯。

备受债务危机困扰的希腊，经济发展一度举
步维艰。“扼守通道之地”的比港曾遭遇巨大困
境，但现在已经今非昔比。
“8万吨超级浮动船坞已从中国出发，将于

2018年 2月抵达这里，”站在能俯瞰港口全景的办
公室，中远海运比港公司总裁傅承求说，“我们对
比港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共建绿色世界夯实了中国与波兰合作的基
础。2016 年中国光大国际公司投资 1.23 亿欧元
收购了波兰最大的固废处理公司诺瓦戈，成为迄
今中资企业在波兰单笔并购金额最大的项目。

一块马蹄铁代表了捷克对中国企业的良好
祝福。2015年，捷克总统泽曼将这个“特殊礼物”
赠送给来捷克投资的中国华信，祝愿中国华信走
得更远。目前，中国华信已在捷克投资 140亿元
人民币，为当地提供了5000多个工作岗位。

做蛋糕，欧洲百姓感受满满“获得感”

“一带一路”建设以其看得见的实际成果，给
欧洲不少国家民众带来满满“获得感”。

今年60岁的瓦姆瓦基蒂斯是中远海运在比港
雇用的 1500名希腊员工之一。他说：“最初，人们

联
﹃
中
﹄
而
生

通
﹃
华
﹄
而
兴

—
—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在
欧
洲
进
展
扫
描

近日美国一家著名智库发布2018

年度美国军事力量指数报告，评价美国

军力为“勉强合格”，其中陆军和海军陆

战队的战斗能力甚至处于“弱”级别，引

发美国舆论热议。

分析人士认为，相比其他国家，美

军的作战能力和威慑力优势明显，这是

不争的事实，该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然夸

大了美军的不足。而这种“唱衰”做法

的目的，很可能是为特朗普政府增加军

费预算提供“理论支持”，并帮助美国各

兵种争取更多利益。

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了

一份《2018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

告，从军队规模、战备状态以及军备威

力三个维度，对美国陆军、海军、空军、

海军陆战队和核部队实力进行了评估，

评分分为“非常弱”、“弱”、“勉强及格”、

“强”和“非常强”五档。

报告认为，美国陆军的整体实力为

“弱”。报告总编辑达科塔·伍德在接受美

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陆军自从2012年

以来规模从45个旅缩编至31个旅，而其中

只有3个旅能随时派遣到战区投入战斗。

美国海军的整体实力为“勉强及

格”。报告宣称，虽然美国海军当前保

持全球部署态势，但仍然存在作战平台

老化、现代化进程受挫等问题。

报告认为空军在各军种中表现最

好，但依然是“勉强及格”。部分美国空

军飞行员也向传统基金会表示，由于训

练强度不够、维修保养不力，美国空军

的作战能力未来将持续下滑。

美国核部队的整体实力也为“勉强及

格”，其科研力量、战备状态以及盟友配合

等方面表现“及格”，弹头现代化、核武体

系以及核测验准备状态等方面表现较弱。

报告对海军陆战队评估和陆军相

同，也是“弱”。报告认为，海军陆战队战

斗人数从5年前的20.2万人降至18.44

万人，且训练和装备都未达到标准。

对于这份报告，美国舆论普遍认为

其夸大了美军不足。有分析人士认为，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仍将舰艇数量

作为衡量军力重要指标已经过时。

例如，美国海军日前公布“哥伦比

亚”级战略核潜艇研发计划，称由于性能

升级，12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就

可以取代目前服役的14艘“俄亥俄”级战

略核潜艇，舰艇数量下降并不一定导致战

力受损。

资深军事评论员胡文翰认为，报告

中所说的“勉强及格”和“弱”等，并非是

与其他国家整体军事实力对比后的结

果，而是撰写人对照美军未来作战需求

后分析得出的结论。

例如装备水平方面，按照报告的说

法，80％以上装备为新列装装备方可被

评定为“非常强”。然而，美国战略核武

器虽然服役时间普遍超过30年，但其威

慑和作战能力仍然在全球一枝独秀，与

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优势，而报告

中仍然将美国核部队的弹头现代化水平

评判为“弱”。

那么，传统基金会为何如此“妄自

菲薄”？分析人士认为，传统基金会是

著名的保守派智库，和呼吁增加军费的

共和党以及各大军火商关系密切，不排

除有为特朗普政府增加美国军费预算

提供支持的嫌疑。

胡文翰认为，当前特朗普大力推进

“强军计划”，要求将美国陆军兵力从目

前的不足50万人增加到54万人，海军

水面舰船数量从276艘增至355艘，空

军战斗机数量增至1200架，海军陆战

队兵力增至36个营。美国2018财年国

防预算达到创纪录的近7000亿美元。

作为特朗普的重要智囊，传统基金会的

这份报告可谓是在为特朗普的“强军计

划”背书，为巨额国防预算提供“依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记

者刘阳、刘莉莉）

美国军力仅“勉强合格”吗

担心中国投资会砸掉本地人的饭碗。3
年后，忧虑都消失了。”

希腊经济与工业研究所发布报告预
测：到2025年，比港项目将为希腊财政增
收4.747亿欧元，创造3.1万个就业岗位。

2016年 4月中国河钢收购塞尔维亚
斯梅代雷沃钢铁厂。至当年 12月，该钢
厂实现全面盈利，扭转连续 7年亏损的
不利局面。在产量和销量同步提高的同
时，工人工资也稳步增长。

从中企承建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普
平大桥，到上海电力与马耳他合作的能源
项目；从驰骋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到直
抵地中海的海上丝路远洋货轮，中欧合作
的领域越来越广，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
多，众多普通人的生活正显著改变。

任点评，公道自在人心

目睹“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地区的
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
酸葡萄心理作怪，唱衰“一带一路”，甚至

影射中国是在搞“新殖民主义”。
这个论调在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

尼基召开的“一带一路”通讯社社长论坛
上受到与会者广泛质疑。“这里没人在乎
他们怎么说！”论坛主办方、希腊国家通
讯社雅典通讯社社长米哈利斯·普西洛
斯直截了当地告诉新华社记者。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次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变革，它并不局限于
商业领域，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
话。这项倡议寻求互利共赢，为希腊提
升自身的世界地位提供了空间和潜力。

通“中”而兴，美美与共；“一带一
路”，点石成金。一起实现真发展，契合
了欧洲不少国家谋发展的迫切愿望，也
让他们与中国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心越
来越近。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12日电

参与记者：黄泳、翟伟、陈占杰、韩梅、王
慧娟、刘咏秋、周珺、田栋栋、张章、石中

玉、王义、袁韵）

本报刚果（金）布卡武 10月 11日

电 田海超、王俊报道：当地时间 11日
15时，一场应急防卫演练，在中国第 21
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主营区展
开。演练以营区遭遇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袭击为背景，包括营区防御、单兵战术、
战场救护等多项内容。

目前，除了主营区，工兵分队还向乌
维拉、瓦伦古、米提 3个施工地区各派出
了 1支分遣队。结合施工地区情况，这 3
支分遣队也于当天 15时同步举行了防
卫演练。

近一段时间，工兵分队驻扎的刚果
（金）东部地区发生多次袭击事件。10
月 7 日，位于北基伍省贝尼市的刚果
（金）政府军多处军营遭反政府武装袭

击，其中 3处被袭击者攻陷，造成至少 40
人丧生。10月 9日，北基伍省的一处联
合国营地遭反政府武装袭击，造成 1名
坦桑尼亚维和军人死亡、12名维和军人
受伤。

针对任务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
工兵分队多次召开作战会议，分析周边
安全形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扎实开
展防卫演练，有效提升了快反处突能
力，为顺利完成维和任务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本报南苏丹瓦乌10月12日电 秦

树发、张晓昆报道：当地时间 12日凌晨 5
时 30分，随着一阵响亮而急促的警报骤
然响起，一场应急防卫演练在中国第 8
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营区拉

开序幕，官兵们快速穿戴好防弹衣和头
盔，领取武器弹药后进入掩体。

近年来南苏丹安全局势堪忧，为应
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工兵分队从遭
遇武装突袭、紧急疏散、救援、撤离、
协同保障等方面，多次组织全要素综合
演练。

针对任务区形势和所担负保障任务
特点，工兵分队及时修订完善各级各类
应急预案，设置多种突发情况，按照受领
任务、临机决策、快速出动、处置情况的
演练方法和程序，着重强化应急分队的
组织指挥和快速反应能力。

此外，工兵分队还全面展开营区周
围防卫设施和防御工事的修缮工作，加
大了对食品、生活用水和油料的储备。

我赴刚果（金）和南苏丹维和工兵分别举行防卫演练

10月 11日，在瑞士迈林根空军基地附近，瑞士空军飞机进行飞行表

演。迈林根空军基地是瑞士主要空军基地之一，位于阿尔卑斯山区。每年秋

末，瑞士空军都会在这里进行飞行训练表演。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月 12日电

（记者刘晨、陆佳飞）美国国务院 12日
宣布，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根据相关条款，美国的退出将于
2018年 12月 31日正式生效。

美国务院在当日发布的一项声明
中称，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主要考虑包括不断增加的欠费、机构
需要根本性改革及对该组织“针对以色
列的持续偏见”的关切。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退出教科文
组织。1984 年，美国里根政府指责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腐败和管理混乱
等问题，宣布美国退出该机构。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据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12日电

（记者王晨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
哈罗娃 12日说，美国擅自摘除俄驻旧
金山总领馆与华盛顿商务代表处的俄
罗斯国旗是侮辱俄罗斯的行为，俄方对
此表示强烈抗议并将采取回应措施。

扎哈罗娃说，美方的摘旗行为并未
获得俄方允许。此外，美方还试图搜查
俄方留在这些机构中的文件。她说，根
据俄美双方达成的领事公约，即便这些
外交机构已停止运转，美方在任何时间
和地点都无权接触这些文件。

俄外交部称将回应美国“摘旗辱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