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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半岛局势出现了难

得的缓和局面，值得各方

倍 加 珍 惜 ； 我 们 再 次 呼

吁，国际社会多做劝和、

促谈、架桥铺路的工作

国际奥委会 1月 20日在瑞士洛

桑总部宣布，将有22名朝鲜运动员

参加即将开幕的韩国平昌冬奥会，

朝鲜和韩国两国代表团将在开幕式

上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同

时还将在女子冰球项目上联合组队

参赛。

新年伊始，朝韩双方以冬奥会

为契机重开沟通渠道，引起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对朝韩双方的举动表示欢迎，并

表示他将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我外交部发言人也就此强调：“当前

半岛局势出现了难得的缓和局面，

值得各方倍加珍惜。”

以体育为媒介打破政治僵局，

历史上并不鲜见。1956年，民主德

国和联邦德国在墨尔本奥运会上联

合组队参加比赛。1971年，中美

“乒乓外交”用“小球推动大球”。

朝韩双方也曾借体育推动交流——

2000年 6月，朝韩领导人实现了半

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半岛首脑会

晤；3个月后，在 《阿里郎》 的歌

声中，朝韩运动员共同踏入悉尼奥

运会主会场。有媒体统计，朝韩双

方近些年来 9次携手出现在奥运

会、亚运会、世锦赛、冬奥会等一

系列重大赛事上。以运动场上的携

手取代政治军事上的对峙，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

作用。

此次，朝韩双方除围绕平昌冬

奥会进行对话外，还就举行军事及

其他领域会谈等多项事宜达成共

识。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北南骨肉

亲，南北一家人”的同胞情谊，看

到双方相向而行、以善意对善意，

为改善相互关系、缓和半岛局势付

出的建设性努力，国际社会应对此

予以鼓励。

遗憾的是，每当半岛局势趋缓

时，就会出现干扰甚至故意开倒车

的现象。1月 16日，加拿大和美国

牵头，在温哥华举办所谓“朝鲜半

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对朝韩双

方重新握手说三道四。我们必须指

出，所谓“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

会议”，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

裂，损害推动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的共同努力。在没有半岛核问

题重要参与方与会的情况下召开此

类会议，无法推动该问题得到妥善

解决。

干扰和噪音提醒人们，冷战虽

然早已结束，但冷战阴云始终未能

彻底消散，冷战思维还在一些人的

头脑中盘桓。21世纪的今天，人类

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前所未有，人类

生活的相互关联也前所未有。面对

各种挑战，各国即使一时难以做到

“同呼吸、共命运”，也绝不能把自

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的不安全之

上，不能以自身的“绝对安全”为

借口，损害别人的安全利益。

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本质是安全

问题，只有通过对话平衡各方的

合理安全关切，才能找到和平解

决半岛问题的有效途径。坚持实

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

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

岛问题，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我们

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多做劝和 、

促谈、架桥铺路的工作，而不是

相反。

和平之路从不平坦。平昌冬奥

会后，朝鲜半岛局势要实现真正转

圜，尚需有关各方做出进一步努

力。正因为当下机遇难得，才更需

要有关各方倍加珍惜、小心呵护，

以免与和平失之交臂。

珍
惜
机
遇

呵
护
和
平

■
钧

声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者
闫子敏）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相
河野太郎近日关于希望改善日中关系的
积极表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关系稳定健
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
于地区和平与发展。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 22日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方针演说
时对改善日中关系表达强烈意愿，表示
他将寻求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
尽快实现领导人互访，并将同中国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外
相河野太郎也表示，将以日中和平友好
条约签署 40周年为契机，促进日中国
民交流，加强经济联系，但河野也表
示，日方不能接受任何改变东海现状的
做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在改善和发展中日
关系方面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日关系稳
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
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

她说，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
行，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
共识基础上，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 40周年为契机，加强沟通、增进互
信，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系沿
着正确方向改善和发展。中方愿与包
括日方在内的各方一道，本着共商、
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实现地区国家的共同发
展繁荣。
“我们也注意到日方有关东海问题

的表态。”她说，希望日方言行一致，
将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表态切实落实到
政策和行动中去。

外交部回应日本政府高层

对改善日中关系积极表态

新华社华盛顿1月22日电 （记
者刘阳、孙丁） 美国最新一份研究显
示，美国民众在过去一年中对政府、
企业和媒体的信任程度均大幅下滑，
综合信任指数在所涉28个国家中垫底。

根据这份 21日发布的爱德曼信任
度调查，美国受教育民众 2018 年综合
信任指数为 45％，比去年下跌 23个百
分点。该指数综合了对政府、企业、
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信任程度。

数据显示，美国受教育民众对政

府信任程度下降 30个百分点，对媒体
信任程度下降 22个百分点。对企业和
非政府组织分别下降 20 和 22 个百分
点。普通民众在上述四个领域中的信
任程度同样有所下降，综合指数下降 9
个百分点。
“美国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信任崩

塌。”爱德曼公司总裁理查德·爱德曼
说。

爱德曼信任度调查覆盖 28个国家。
2018年度报告共采集3.3万份数据。

研究表明美国正陷入“信任危机”

美国海军先进军舰“小石城”号濒
海战斗舰的最大特点是快速、灵活，但
上个月首航时就“出师不利”，在寒流的
袭扰下被困在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港。
“小石城”号是美国“自由”级濒海

战斗舰中第五艘军舰，舷号LCS－9。该
舰长 115米，排水量 3500吨，航速可达
45节，是适合近海作战的先进军舰。媒
体报道，“小石城”号造价约3亿至3.5亿
美元，在此前测试中表现优于其他“自
由”级军舰，因此被军方寄予厚望。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小石城”号
去年 12月 16日正式服役，计划从美国
五大淡水湖之一的伊利湖前往位于佛
罗里达州的母港梅波特海军基地，然
而由于天气原因，拖后三天才起航，这
为之后的“不幸”埋下伏笔。
“小石城”号 20日从纽约州的布法

罗起航，计划沿圣劳伦斯河先北上进
入大西洋后再南下。途中，“小石城”
号经过加拿大蒙特利尔港进行例行访
问。然而，一股寒流不期而至，导致附
近水面迅速结冰，将“小石城”号困在

了港内。
美国气象学家克里斯·多尔斯表

示，去年 12月下旬到今年 1月，多股来
自北极的冷空气南下，为美国和加拿
大东部带来降温。由于冰冻天气，圣
劳伦斯河航道被迫关闭，根据往年记
录，一般要到 3月才能再次开启航道，
这意味着“小石城”号或到 3月中旬才
能起程。

先进濒海战斗舰处女航“受困”，
遭到不少美国媒体的嘲讽。还有人拿
美国海军去年撞船事故频发说事。位
于亚太地区的第七舰队去年多次由于
操作失误导致撞船事故，造成 17名水
兵死亡。

美国海军发言人考特尼·希尔森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前军舰在
12月往来圣劳伦斯河航道从未遇到过
问题，因此这次“冰封事件”实属“意
外”。为了舰艇和船员安全，海军决定
等浮冰融化后再离开蒙特利尔。

希尔森说，为应对寒冷天气，军舰
临时配备了加热器和 16台除冰器，以

防止冰附在船体上。海军还为船上约
70名官兵准备了冬装。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圣劳伦斯河
航道沿岸的气温比往年低，导致以往
这个时间段能够通行的航道结了冰。
“小石城”号出航时航道还能通行，但
由于持续低温，越走冰层越厚，最终无
法继续航行。

中国资深军事评论员石宏说，航道
结冰对于绝大多数舰艇、民用船舶来说
都是严重的安全威胁，别说是“小石城”
号这样 3000多吨的中型舰艇，就是万
吨级的大舰、甚至十万吨级的航母，面
对航道结冰也是一筹莫展，无法航行。

他说，通常舰船遇到航道结冰时
有两种解决方案，或是等待气温转暖
冰层解冻，或是利用破冰船开辟出一
条航道。“小石城”号采取的是第一种
方案，说明五大湖地区现在行船不多，
美加双方都觉得为少量船只使用破冰
船开辟航道“小题大做”。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

者刘阳、孙丁、刘莉莉）

美国先进濒海战斗舰首航“受困”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22日在智利圣
地亚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表示中国人民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各国
人民携手并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会人士及专
家学者一致认为，习主席贺信不仅表明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重视，更为中
拉合作未来指明方向，令人振奋。三年
来，中拉论坛为双方找到许多利益契合
点，取得丰硕合作成果，为构建中拉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表
示，习主席贺信关于中拉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令人印象深
刻。“召开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就是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创造一
个更加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厄瓜多尔国家高等研究院中国问
题研究中心主任米尔顿·雷耶斯认为，
习主席贺信展现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建

设全方位合作关系的愿望。“中国在拉
美地区秉持的开放态度给双方带来互
利共赢的机遇。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
的世界，各国人民应为了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而和谐共存。”

委内瑞拉新兴经济研究中心研究
员、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大学历史学教授
理查德·德尔加罗说，习主席贺信重申
中拉携手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愿望，“这让我们看到中国领
导人的全球视野，也显示中国不断深化
与拉美地区国家互利合作的决心。”

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勋自治大学中
国问题专家拉克尔·莱昂·德拉罗萨说，
习主席贺信提到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
日益加深，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拉
论坛就是一个为各国寻找合作契机、共
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平台。”

巴拿马前驻美国大使埃洛伊·阿尔
法罗非常同意习主席在贺信中表达的
中拉论坛已成为中拉整体合作主渠道
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是和某一个国

家合作，而是在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
体，这符合整个地区利益。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尼·林
斯表示，习主席贺信进一步确认了中国
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不断密切的关系，
为双方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
来，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越
来越多拉美国家希望抓住机遇，深化与
中国各领域对接。本届中拉论坛有望加
速这一进程，推动拉美作为整体和中国
合作步伐，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学者西尔维娅·阿雷东多认为，中拉
论坛是拉美国家与中国进行合作交流
的门户，双方合作日渐成熟并建立起信
任关系。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合作时展
现出了足够尊重，提供了充足机遇。

秘鲁国际法协会主席、外交学院国
际问题专家米格尔·罗德里格斯认为，
习主席贺信强调要打造一条跨越太平
洋合作之路，把中国和拉美更紧密地联
通起来，这与拉美国家愿望相契合。拉
美国家愿将发展规划同“一带一路”倡

议对接，深入与中国各领域互利务实合
作。

哥伦比亚豪尔赫·塔德奥·洛萨诺
大学亚太观察中心负责人恩里克·波萨
达说，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
时，也推动中国与拉美的关系进入一个
新时期。

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帕特里西奥·
朱斯托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给予了
拉美国家新机遇。“一带一路”合作框架
会带动中拉之间更多贸易和投资，中拉
论坛为中拉关系发展和合作制定了详
细规划和目标。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和加勒比共
同体事务部长丹尼斯·摩西说，习主席贺
信令人鼓舞，“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产
生了积极影响，也引发了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强烈的参与热情，中拉携手共建
“一带一路”大有可为。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参与记
者：党琦、王沛、苏津、何珊、徐烨、吴昊、
张国英、贾安平、苏佳维、张启畅、郝云

甫、倪瑞捷）

共同开启中拉关系新时代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贺信引发拉美各界人士热烈共鸣

新华社联合国1月22日电 （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 22 日发布报告说，
2017年有 56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袭身
亡，创199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一题为《改善联合国维和人员
安全环境：我们需要改变做事方法》的
报告说，自 2013年以来，维和行动中人
员伤亡“呈激增态势”。报告强调，“数
字超出了正常或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而且可能进一步上升，需做出相应改
变来扭转这种趋势。”

据统计，自 1948年以来，超过 3500
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献出生命，其
中 943 人因遭遇暴力袭击而牺牲。
2013 年至 2017 年间，暴力袭击导致
195名维和人员死亡。

去年 11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任命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前
指挥官克鲁兹组成调查小组，对敌对
行动造成的维和人员伤亡情况进行深
入调查，以改善维和人员安全环境。
调查小组对驻扎在刚果（金）、中非共

和国、马里和南苏丹等国的联合国维
和行动进行了调查并提交了上述报
告。

报告认为，随着武装团体、极端分
子、有组织犯罪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和
威胁的增加，联合国旗帜已经无法对
维和人员提供“天然的”保护。报告提
议，通过增强维和人员安全意识、提升
高危环境下维和人员的装备和训练水
平、加强问责制等措施，减少维和行动
的人员伤亡。

联合国去年有56名维和人员遇袭殉职
联合国报告说去年中国

吸引外资总额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日内瓦 1月 22日电

（记者凌馨）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2日发布
报告说，2017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14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
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
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一带一路”项目

落户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22日电

（记者潘革平）中远海运港口公司 22
日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务
局签署了泽布吕赫港集装箱码头特许
经营权协议，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项目落户泽布吕赫港。

出席协议签署仪式的比利时副首
相兼经济和就业大臣佩特斯表示，这
个协议的签署“不仅有助于巩固两国
的贸易关系，同时也将提升泽布吕赫
港的国际地位”。泽布吕赫港是比利
时第二大港口，地理位置优越。

法国企业期待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新机遇

据新华社巴黎1月22日电 （记
者徐甜）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22日在巴
黎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场推介
会。法国企业代表认为此次博览会将
为法国扩大对华出口提供新机遇。

当天的推介会吸引了超过 200名
法国企业界代表参与。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定于今
年11月 5日至 10日在上海举行。

1月22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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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编队潍坊舰利

用 任 务 间 隙 ，在

亚丁湾海域进行

主 副 炮 射 击 训

练，锤炼官兵实战

本领。图为潍坊

舰主炮开火射击

的瞬间。

李 昊摄

亚丁湾上
炮声隆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