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

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更

加积极的发展势头，进入高水平、大发展

的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中俄两国发挥了大国担当，致力于推动

有关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对维护地

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

作用。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旺

盛生命力，首要的一条就是始终遵循平

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原则。

两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的交往原

则。中俄都是世界大国，有着 4300多

公里的共同边界，还有着不同的历史、

传统和文化，两国关系也曾走过坎坷的

历程。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特别

是双方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两

国领导人顺应时势、高瞻远瞩，始终牢

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始终

坚持睦邻友好原则，共同推进中俄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向好向稳发展。

习近平主席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山水相

连的好邻居、守望相助的好朋友、精诚

协作的好伙伴”。2013年以来，中俄双

方高层互动频繁，习主席与普京总统会

面达20余次。今年9月 12日，习近平

主席出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

行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同一

天，在远东外贝加尔边疆区的楚戈尔靶

场，“东方-2018”战略演习正式开启，中

俄两军合帐练兵，进一步彰显了两国睦

邻友好、平等互信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坚持平等互信的合作精

神。平等互信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重

要基础。中俄两国之所以成为“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关键的一点就是

建立了高水平的战略互信，能够切实做

到和谐包容、平等相待。实际上，一直

有人企图通过制造所谓“中俄争夺中亚

主导权”“中国经济掠夺论”“俄罗斯是

中国能源附庸”等谬论，在两国间制造

不和谐的声音。但两国能够秉持平等

互信精神，理性对待并认真管控两国外

交政策中的分歧，顺利推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

合作。中俄两国超越以往大国或结盟

或对抗的历史怪圈，创造性地构建起结

伴而不结盟的大国关系，这不仅有益于

两国主权和安全，更有益于地区与世界

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的国际关

系准则。中俄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

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双方相互坚

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坚定支持对方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

权益，树立了大国、邻国关系典范。两

国相互尊重彼此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实现了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间的和

谐共处。在涉及主权与尊严、发展利益

与安全关切等重大问题上，双方一贯相

互支持，尊重彼此战略选择。正是由于

两国相互理解并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支持而非“制衡”他国的稳步发展，中俄

关系这座大厦才“越建越高、越建越

牢”。

两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战略理

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是习主席 2013年访问俄罗斯

时首次提出的，也是中俄两国发展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许多领域有着广

泛的共同利益，对本国发展、地区安全、

世界和平有着切实的共同追求。中俄

两国都坚决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主

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都坚定主张在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兼顾

各方利益，在自身发展同时促进共同发

展，致力于实现双赢、多赢、共赢；都坚

持奉行安危与共、协调一致的安全理

念，反对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

张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叙利亚、阿

富汗、朝核、伊核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

决进程；都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在太空、

网络等领域的霸权主张，致力于共同构

建健康稳定的全球战略稳定新态势。

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

界和平发展面临多元挑战的背景下，中

俄两国已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根本保

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深入

发展，将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更加
积极的发展势头—

中俄树立大国邻国关系典范
■李抒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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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导人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发

表演讲，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

责。美方言论歪曲事实，肆意诋毁中

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唯美独尊”式傲

慢与偏见，让中美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总体来看，美方的奇谈怪论无外

乎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歪曲中国发展

和中国道路；二是无端指责中国对外

政策，企图误导世人；三是倒打一耙，

把中美关系跌入低潮的责任推给中

方；四是捕风捉影，指责中国干涉美国

内政和选举。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方领导人如

此“系统性抹黑”中国十分罕见，其势

汹汹，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但细究之

下不难发现，这种抹黑中国的论调纯

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既

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事实检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从积贫积弱到富起来强起来，靠的

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得益于中国

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绝不可能依

赖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施舍和恩赐”。

正如《纽约时报》刊文指出，所谓美国

“重建了中国”的说法不可信、不公

平。从对外政策来说，中国始终不渝

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得到各方广泛认可。再怎么

挖空心思歪曲抹黑，也改变不了中国

得道多助这一现实。中美关系陷入低

潮，是美国打响了贸易摩擦的第一枪，

美方才是“始作俑者”。而今，美方领

导人的言论大有全方位对华发难之

意，两国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对美方

的这种举动都深表忧虑。

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内政和选举更

是子虚乌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坚持

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中国的外交传

统。美方的无端指责连西方主流媒体

也难以说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路透社、英国《卫报》等均指出，美方指

控没有证据。纵观国际关系史，到底是

谁动辄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损害别国利益，国际社会早已看得很清

楚。美方想把干涉别国内政的“高帽”

送给别人，只会徒增笑料罢了。

贴标签易，撼事实难。任何人想歪

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任何对中国

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的。问题是，为何

美方仍然要想方设法诋毁中国呢？诸

多国际媒体和知名智库认为，白宫抹黑

中国从短期效应看有多重考量。但从

更深的层次看，这是美国一些人“对华

焦虑症”的一次集中发作。

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美国的企图

难得逞。连日来，国际舆论对美方言论

的讥讽不绝于耳，美方没有达到“抹黑

中国”的目的。正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

网站指出，“华盛顿导演的这出戏并不

能损害中国”，“对北京施压还可能促成

更广泛的合作阵营的形成”。中国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国

际社会的合作共赢，全方位围堵中国不

仅不现实，而且也损害美方自己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上了十字路

口，何去何从需要两国人民再一次作出

历史性的选择。这个选择事关两国各界

的利益，特别是事关两国青年一代的前

途和命运。中美17亿人民、世界70亿

人民要求两国必须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中方的选择十分明确，“我们有一

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致力于同

美方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理念，增进互信，扩大

合作，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歧，建立健

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美方

的选择会是什么？

中美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 40周

年。历史已经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

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方应

停止错误言论，放弃过时的冷战思维，作

出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的正确选择。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
■新华社评论员

新华社平壤10月11日电 （记者
江亚平、程大雨）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
国家男子篮球队 11日下午在平壤的柳
京郑周永体育馆和朝鲜男篮举行了一
场高水平的混编友谊赛，最终两支球队
以130对 130握手言和。

比赛分为“友谊队”和“团结队”两
支队伍，每队中朝两国男篮队员各占 6
人。现场友谊队着红色球衣，由国家男
篮主教练李楠等三名中国教练执教，团
结队则身穿白色球衣，由三名朝方教练
执教。比赛三名裁判来自朝鲜。

比赛中，双方比分交替领先，每队

里的中朝两国球员均展示出精湛和高
超的球艺，他们流畅的传球配合、旋风
式的攻守转换和精准的投篮或大力扣
篮等动作，不断赢得现场上万名观众的
热烈掌声和喝彩，最终两队不分伯仲，
以平局的方式结束了这次友谊赛。现
场氛围热烈而友好，朝鲜观众不断齐声
高呼“团结队加油”“友谊队加油”。两
支球队都展示出了最佳竞技状态，赛出
了水平，赛出了风格，赢得了观众的尊
敬和好评。

中场休息时，朝鲜跆拳道示范团还
进行了各种跆拳道表演，也博得了观众

的阵阵掌声。
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

员和朝方官员观看了此次比赛。中国篮
协主席姚明也出席和观看了比赛，并在
赛事结束后与中朝男女篮球员合影。

当天上午，参赛的中朝男篮球员还
在同一场馆进行了联合训练。

中国体育代表团于 8日抵达平壤，
进行为期 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
代表团受到朝方的热情接待，并与平壤
少年宫的业余球员等进行了球艺交流。
9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还与朝
鲜女子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混编友谊赛。

中朝男篮混编友谊赛在平壤举行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0月11

日电 （记者吴刚）根据俄罗斯东部军
区新闻处 11日发布的公告，从当日起
俄罗斯和蒙古国武装力量在俄罗斯布
里亚特共和国境内开始进行反恐演习。

公告说，由俄蒙两国武装力量组
成的联合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反恐实弹
演习。演习课目包括两国联合部队搜
寻恐怖分子、阻断恐怖分子的破坏行
为、机降并对其进行歼灭。

参加此次演习的两国兵力约1000
人，双方动用各型武器装备约200件。

俄罗斯和蒙古国
举行反恐演习

据 新 华 社 安 卡 拉 10月 11日 电

（记者施春、秦彦洋）土耳其国防部 10日
发表声明说，根据土俄两国达成的协议，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已从叙伊德利卜省非
军事区完成撤离重武器的任务。

声明说，作为与俄方在索契达成协
议的保证国之一，土方完成了其应有责
任。

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此前也向土耳其
阿纳多卢通讯社确认，截至本月 7日晚，
包括“格莱德”火箭发射器、迫击炮、中程
导弹等重型武器的撤离已完成。

土耳其说叙利亚反对派
已从非军事区撤离重武器

据新华社喀布尔10月11日电

（记者代贺）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
10日在官网发布最新报告说，今年
1月至 9月，阿富汗各类武装冲突和
其他暴力事件共造成包括妇女、儿
童在内的 8050名平民死伤，其中死
亡2798人，受伤 5252人。

报告说，各类武装冲突等造成
平民伤亡情况依然严重。其中，前
9个月平民死亡人数较 2017年有所
上升，这也是该机构 2014年之后的
最高同期纪录。

阿富汗今年各类武装冲突
造 成 8000 多 平 民 死 伤

“近年来，咖啡在中国市场从‘高端
小资’到‘遍地开花’，这背后是开放带来
的变化。”距离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举行不到 1个月，哥伦比亚咖啡生产者
协会驻华首席代表吴佳航正在到处奔
波，精选出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把它们带
进哥伦比亚企业的展台。
“以前中国老百姓爱喝咖啡的不多，

后来大家习惯上了速溶咖啡，如今开始
追求现磨咖啡，有的还挑咖啡豆，挑品
牌，我们正在经历咖啡市场井喷式发展
的最好时代，而参加进口博览会是我们
在中国市场露面的最好机会。”吴佳航
说。

哥伦比亚咖啡生产者协会是该国最
大的农业类非政府组织之一。12年前，
协会在中国开设代表处并任命吴佳航为
负责人，使得远在南美却风靡世界的经
济作物哥伦比亚咖啡大踏步地走进中国

市场的大门。
“中国人素来爱喝茶，当时就连哥伦

比亚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咖啡豆能卖来中
国。”从小生长在哥伦比亚的吴佳航说，
中国代表处刚刚成立时，大部分老百姓
认知里的咖啡是速溶冲泡的，味道是苦
的，价格也较低廉，很多人甚至没见过咖
啡豆是什么样子。

如果把豆子卖来中国，从一粒咖啡豆
到一杯咖啡，至少要经历一个月的海上物
流、工厂烘焙以及咖啡师制作，可谓牵一
发而动全身。价格有没有竞争力，经销商
感不感兴趣、消费者会不会接受……哥伦
比亚当地业界曾心怀疑惑。
“我一直对哥伦比亚人说要‘勇

敢’一些，不要质疑中国市场的开放
度，只要考虑中国老百姓的接受度。”
吴佳航说。

一些国际性盛会常被视作海外商品
与中国老百姓亲密接触的良机。从北京
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在吴佳航的努力
下，赛事观众和博览会参观者喝上了纯
正的哥伦比亚咖啡。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备展，参与进口

博览会不在于当场签下多少单子，而在
于让中国市场和海外商品及服务彼此熟
悉，为后者步入中国开放大门做好准
备。”吴佳航说。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1日电 记

者潘旭、孙青、李海伟）

一颗咖啡豆背后的开放故事

10月9日，按照联马团东战区司令部要求，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组织了一场营区防卫示范演练，来自战区司

令机关及9支维和友军分队的指挥官共25人进行了现场观摩。此次演练，以“营区遭复合式袭击”为背景，包括快反支援、

战伤救护、可疑人员搜捕和人群控制等内容。我维和官兵在演练中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高效，受到观摩人员的高度评

价。联马团东战区司令阿尼苏兹扎曼准将表示，“中国维和部队的专业素质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图为我参演维和官兵进行伤员后送。 贾春明摄

中国蓝盔防卫示范演练获高度评价

聚焦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环球军情
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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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1日电 （记
者栾海）载有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一
艘俄罗斯飞船 11日发射失败。两名宇
航员紧急着陆后生还，并与地面飞行控
制中心恢复通信。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
莫斯科时间当天 11 时 40 分（北京时间

16 时 40 分），载 有 宇 航 员 的“ 联 盟
MS-10”飞船由“联盟-FG”型运载火箭
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升
空。起飞约 119 秒后，火箭第一级分
离，位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下，但
火箭第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闭，此后
乘员舱与火箭紧急分离，并抛出降落

伞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飞船上的俄罗斯

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
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并与地
面飞行控制中心进行了通信联络。
他们按原计划将在国际空间站驻守
约半年。

俄载人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紧急着陆生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