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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致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的
贺信中指出：“维护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安
宁，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需要各国贡
献智慧和力量。”本届论坛以“维护国际
秩序，共筑亚太和平”为主题，有关国家
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
负责人围绕“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亚
太地区安全风险管控”“中小国家利益与
共同安全”“国际军控体系与全球稳定”
等议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交流，阐述了
各自的观点和主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霸权主义、强
权政治、冷战思维严重侵蚀动摇国际秩
序基础。在发言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对
亚太和国际安全秩序面临的严重冲击表
示了担忧。

中国与会人士在发言中认为，当前，
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坚
持相互尊重、实现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
的共同意愿。亚太各国命运与共、相互
依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我们的
共同利益。中方愿与各国一道，秉持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
推动亚太安全规则建设，升级完善亚太
安全多边机制，打造新型亚太安全伙伴
关系，务实开展亚太安全军事合作，努力
构建与地区一体化相适应、能够被各国
普遍接受、兼顾各方需求的安全架构。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认为，当今世
界，一些大国希望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合
法利益来实现自己“狭隘的国家目标”。

这将危害甚至改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绍伊古指出，现代安全架构的形
成过程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明年将迎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这会是
重新评估全球挑战和威胁的契机。

东盟副秘书长黄英俊认为，个别曾经
坚定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国家现在
更多地采取内向性政策，这极有可能导致
“零和游戏”的上演。他借用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的话说，在全球大国关系过渡
和异常时期，要警惕世界出现“大分裂”的
可能性，防止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表示，
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动辄以本国利益
受损为由推行单边主义，对国际规则采
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这
种将一己之私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行
径，遭到国际社会批评。而共同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则成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诺罗夫指出，上合组织中没有大国和
小国之分，所有成员国都是平等的，所有
决议的出台都通过平等的协商机制。他
特别强调，上合组织不是一个军事集团，
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组织，而是一个开放的
合作组织。诺罗夫指出，上合组织坚决遵
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主张安理会
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当前，各国前所未有地相互依存。
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共筑亚太安全，需要
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完善
新型安全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符合地区
发展实际的安全架构，更好促进亚太地

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对此，发言者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

马来西亚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认
为，从“远东”到“亚太”再到“印太”，虽然
我们所在的这一地区不断地被冠以不同
的名字，但是亚洲国家应该有自己的身
份认同。从东南亚国家角度来看，本地
区需要更多的合作而不是竞争。

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塞萨·亚诺对
地区安全机制的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
他认为，现有的东盟防长扩大会、东盟地
区论坛等机制相互补充，能够促进信息
共享，防止误解误判，从而减少地区安全
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表示，类
似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一轨半”对话平
台，允许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智库为政府
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是本地区安全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及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部长穆罕默
德·扎齐谈到中东地区反恐形势时建议，
各国要深化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恐怖主
义。他指出，相关国家不仅都要参与进
来，还要统筹打击恐怖主义的力量、协调
统一行动的时间，并且综合采取法律等
手段来限制恐怖主义思想的扩散，防止
恐怖分子利用社交平台传播极端思想。

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指
出，合作共赢的思路，能够让各国实现共
同的利益，这不仅合理，而且可行。如果
通过牺牲别国的利益来追逐自己的利
益，结果只能是破坏信任、破坏合作，甚
至导致误解和冲突。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加强战略互信 共筑亚太安全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全体会议综述

■本报记者 吕德胜 邵龙飞 通讯员 马玉彬 10月 22日，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圆满闭幕。就论坛的收获与亮点等话
题，本报专访了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

问：本届论坛成功举办，各方积

聚智慧、交流思想，特别是习主席向

论坛致贺信，为推动构建符合地区发

展实际的安全架构，更好促进亚太地

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指明了方向。

请谈谈你的感受。

答：习主席在贺信中指出，维护
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安宁，符合地区
国家共同利益，需要各国贡献智慧
和力量。这一重要指示，为我们今
后的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上迅速融入国际
体系，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取得
了许多伟大成就。但是，安全上面
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有的
大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中国如何应对挑战，我觉得就是要
像习主席所指出，以对话促合作、
以合作促和平、以和平保发展。这
其中，加快对话交流步伐，是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现在，虽然我们的
安全对话双边机制比较多，但多边
机 制 较 少 ， 我 们 应 该 丰 富 对 话 内
容，使之机制化，从而进一步化解
有的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让世界更
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
好地走向世界。

问：本届论坛上，我注意到一些

西方国家的与会官员和学者，也就此

表达了一些可谓犀利的观点。

答：是这样的。此次论坛上，一
位美国青年学者的发言让我印象比
较深。这位学者说，中国崛起是一
个事实，没有人能否认，但美国部
分人士却对此抱有高度疑虑。我个
人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套理
念、体制，对世界影响久远，如今
对 于 中 国 的 一 些 理 念 和 行 为 不 理

解，从而担忧中国的快速发展。我
觉得等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
到 中 国 道 路 是 成 功 的 、 正 确 的 以
后，就会有所改变。就此而言，北
京香山论坛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对话
平台。

问：你觉得本届论坛主要有哪些

亮点和收获？

答：第一个亮点，是习主席的贺
信。在场的各国国防部长、官方代表
团，以及众多安全防务学者，对中国
的政策和立场有更直接和准确的认识。

第二个亮点，是 23个国家的国防
部长参会。他们都详细阐述了自己国
家的政策。现在看来，北京香山论坛
越发成为一个决策者的交流平台，我
觉得这对我国、我军了解外部世界的
关切和看法，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个亮点，是此次论坛上的很
多双边会见，有助于促进我军与外军
之间的交流互信。这是一个积极的渠
道，一次两次或许成效不明显，但持
续下去，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推动作
用。

第四个亮点，是学术交流成果十
分丰富。除了向外界公开的会议，我
们在 21日晚上，还进行了 5场小型闭
门研讨会，主题分别为“中美关系前
景走向”“国际核军控前景”“亚太和
印太”“东北亚安全前景”“国际安全
‘黑天鹅’预测”。虽然观点不尽相
同，但大家进行了非常坦率的沟通。
不要小看学术层面的交流，对于很多
中外高端学者而言，只有在学术上吸
引他们，才能真正让他们认可论坛。

有一位以色列学者跟我说：“通过
论坛，感觉中国越来越自信了！”我问
她为什么，她说在“中美关系前景走
向”小型研讨会上，学者不仅来自中
美两国，还有的来自俄罗斯、日本、
韩国等国，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
点，交流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你们的
自信。

问：前不久，美国学者约翰·米

尔斯海默在中国一所大学进行学术交

流时，表示出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

疑。但在本届论坛上，同样是一些美

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参会人员，则表

达了不同于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

点，你怎么看？

答：约翰·米尔斯海默写了《大
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提出“进攻性
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
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鸣。他认为中
国崛起的最终结果，就是对抗不可避
免。我觉得他仅仅通过历史上一些守
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对抗的例子，
就推导出这个结论，是非黑即白的二
元论，是不严密的。这次北京香山论
坛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助
理国防部长帮办、美国代表团团长施
灿德便提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首先
是竞争者，而不是敌人，而且竞争也
不意味着对抗，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
“脱钩”。他认为竞争者和敌人不能混
为一谈。

问：明年即将迎来第十届北京香

山论坛，你觉得如何更好地发力，从

而进一步拓展论坛的影响力？

答：下一届肯定要有所突破，而
且会有大家能感受得到、看得到的
变化和提升。我个人觉得，首先，
在 相 对 保 持 论 坛 规 模 稳 定 的 基 础
上 ， 官 方 代 表 团 的 分 量 会 有 所 提
升，比如邀请更多国家的国防部长
等高级官员参会；其次，希望我们
的论坛更加包容、开放、创新，让
更多中小国家发声；再次，邀请更
多国家高级官员和学者参会，提供
更多的交流沟通渠道，以更好地解
决实际矛盾问题；最后，论坛的质
量要有所提升，不仅邀请更多知名
学者，还要在讨论研究的问题上下
苦功、做细活，提高论坛的学术层
次，让北京香山论坛更具时代魅力。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让北京香山论坛更具时代魅力
—访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

■本报记者 宋 歆 邵龙飞 通讯员 刘雄马

（上接第一版）

在会见帕布里克斯时，魏凤和说，去
年9月达沃斯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
了韦约尼斯总统，就推动中国和拉脱维亚
两国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共识。中方愿
与拉方一道，努力挖掘两军合作潜力，为
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帕布里克斯说，拉方愿与中方加强
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会见托诺扬时，魏凤和说，在两国
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亚美尼亚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稳
步推进。中亚两军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
头，中方愿同亚方继续推进两军各领域
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两军关系水平。

托诺扬说，亚方珍视亚中传统友谊，
愿不断密切两军交往，拓展各领域合作。

在会见叶尔梅克巴耶夫时，魏凤和
说，不久前，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元首
一致决定发展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中国军队愿与哈方全面落实两国领
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联演
联训、反恐等领域务实合作。

叶尔梅克巴耶夫说，哈方始终致力
于与中方深化两军友好关系，携手推进
两国两军关系向前发展。

在会见拉夫科夫时，魏凤和说，中国
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的好朋友。中方愿
与白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发展全天
候友谊、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共识，不断提升两军合作水平，努力推动
中白两国两军关系取得新发展。

拉夫科夫说，白方十分珍视白中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继续巩固白中战略互信。

在会见加桑诺夫时，魏凤和说，中国
和阿塞拜疆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愿与阿
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进一步巩
固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继续加强各
领域交流合作。

加桑诺夫说，阿高度重视阿中友好
关系，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与
中方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推进两军合
作深入发展。

在会见杜伊申比耶夫时，魏凤和说，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和吉尔吉斯
斯坦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
成果丰硕。希望中吉两军保持密切协作的
良好势头，不断挖掘合作潜力，为进一步深
化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积极贡献。

杜伊申比耶夫说，感谢中方长期以
来的无私帮助，愿深化两军联合演训、反
恐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在会见纳珀特时，魏凤和说，中国和
瓦努阿图两国建交以来相互信任支持，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军队重视中
瓦防务交流合作，希望双方加强项目规
划，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惠
及两国人民。

纳珀特说，瓦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
策和“一带一路”倡议，愿为瓦中两国两
军关系发展添砖加瓦。

在会见塞凯拉时，魏凤和说，中国和
安哥拉两国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增强，
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支持。中安两
军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不断加强机制建设，提升合作水平。

塞凯拉说，安方高度重视发展安中
军事关系，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各领域
的合作。

在会见穆拉西拉时，魏凤和说，中国
和卢旺达两国友谊历久弥坚，双方应以两
国元首共识为指引，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成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卢旺
达“2020愿景规划”对接，造福两国人民。
中卢两军合作有很大潜力，希望双方共同
努力，不断提升两军关系水平。

穆拉西拉说，卢珍视卢中友谊，愿与
中方不断深化防务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会见迪亚内时，魏凤和说，中国和
几内亚是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近年
来，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中几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发展，在“一带一
路”倡议框架下的重大合作项目不断落
地。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两国防务关系，
愿为两军关系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迪亚内说，感谢中方长期对几无私
援助，愿与中方深化在维和、反恐等领域
的合作。

在会见本绍普时，魏凤和说，中国和
苏里南两国建交以来，政治互信不断加
深，各领域交流合作卓有成效，在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配合。
中方重视发展中苏两军友好关系，愿加
强务实合作，丰富双边关系内涵。

本绍普说，感谢中方长期对苏的无
私帮助和支持，苏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
策，愿为两国两军关系发展积极努力。

在会见索洛马时，魏凤和说，中方视
巴布亚新几内亚为真诚朋友。近年来，
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在多边机构保持密切交流与配合。希望
两军共同努力，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合
作，不断丰富两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索洛马说，巴新十分重视对华关系，
始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愿为增进
两国两军关系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在集体会见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
流活动主要代表时，魏凤和表示，举办中
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旨在搭建
中国同东盟各国防务智库和学者对话平
台，促进各国防务安全领域学术交流，增
信释疑、促进合作。中国将始终秉承亲
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着力提升中国与
东盟防务关系，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务实
合作，与东盟各国一道，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于23
日在京举行，东盟10国分别派代表参加。

（上接第一版）

在会见武林时，张又侠说，中塞关系保
持高水平发展，政治互信牢固，务实合作显
著。中塞两军关系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两
军高层交往密切，专业领域交流合作日益

拓展。中方愿与塞方一道，以习近平主席
与武契奇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继
续加强两军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利益，为深
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贡献。

武林说，塞尔维亚是中国真诚的战

略伙伴和铁杆朋友，衷心感谢中方对塞
在国家发展和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支持。
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塞中两军关系，愿与
中方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深化战略互信，
将塞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上接第一版）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
拉对话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说，
习主席在贺信中提到了对话、合作、发
展等关键词，这跟中国所倡导的树立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理念
一脉相承。

习主席在贺信中强调，维护亚太地
区持久和平安宁，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
益，需要各国贡献智慧和力量。军事科
学院研究员尚伟表示，近年来，中国为实
现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很多
中国方案，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在尚伟看来，维
护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安宁，还应秉持各
个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包容的理念，不管
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一律平等。

在宋德星看来，作为维护世界和平
的重要力量，中国军队高度重视军事外
交工作，北京香山论坛就是中外军方人
士就国际安全形势、世界热点问题、国防
政策方针进行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司乐
如认为，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平台给各
个国家创造了良好的交流环境，有助于
消除疑惑、增进互信、解决矛盾。

千英宇认为，目前亚太地区存在的
最大问题之一是缺乏互信，需要通过对
话增进共识、减少误判，这就凸显了北
京香山论坛作为对话交流平台的重要
作用。

习主席在贺信中指出，面对复杂的安
全威胁，各国要紧密团结起来，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不断完善新

型安全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符合地区发展
实际的安全架构，更好促进亚太地区持久
和平和普遍安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曹延中说，习主席
在贺信中的重要指示，对于国家间合作发
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亚太地区保
持了整体和平稳定的状态，但美国国防安
全战略的调整，给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带
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北京
香山论坛这样的交流平台，求同存异、化解
分歧，从而进一步增进合作，以促进亚太地
区和平发展。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徐

琳、李莞梅，通讯员刘雄马、马玉彬、王成
龙、刘明峥、匡小文、王晗、范依依、汪斌

采写）

22 日下午，北京展览馆迎来一批
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参加第九届北
京香山论坛的官员、专家和学者。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
展”，分为“序厅”“屹立东方”“改革
开放”“走向复兴”“人间正道”5个部
分。以时间顺序，通过一幅幅图片、
一件件实物和雕塑，还原出波澜壮阔
的新中国历史。从开国大典到北京奥
运，从“两弹一星”到“墨子号”，从
汶川抗震到利比亚撤侨……光辉历史
撼动人心。

在开国大典的黑白照片前，很多
外方嘉宾停了下来，仔细观看每一个
细节，眼中充满敬佩。

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信息
和分析局局长阿尔杰姆·布托林说：
“展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没想
到，中国人民战胜了这么多困难，才

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比
我之前知道的要更加伟大！”

在展现大庆石油大会战的群雕
前，伊朗代表团停了下来。冰天雪地
之上，一群身着黄色棉衣的工人，手
拿着铁锹，奋战在一线……这样的场
景，让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马赫
迪·拉巴尼深有感触：“中国能够取
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得益于中国人民
的艰苦奋斗。”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司
乐如，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学习中
文，之后还到清华大学求学，对中国
历史非常了解。在“改革开放”部
分，她放慢脚步，认真观看，边走边
和记者谈感受。

歼-20 飞机模型吸引了许多人的
目光。汤加皇家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托
马基诺·塔基赫·兰吉莱莱·图伊塔
维奇连声说：“非常漂亮，非常漂

亮！”他感叹：“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一
穷二白到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书写了伟大的发展奇迹。”他一边说
着，一边走到歼-20模型旁拍照留念。

联合国副秘书长哈雷，在一张中
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照片
前停下脚步。他指着照片连声说：
“ 这 个 我 知 道 ！ 我 感 受 过 它 的 便
捷！”他还主动向一旁的参观者讲起
“一带一路”建设助力非洲发展的故
事。哈雷说：“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
的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上图：10月22日下午，参加第九

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中外嘉宾，在北京

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

成就展”。 马玉彬摄

在“时光隧道”中感知中国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嘉宾参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见闻

■本报记者 李莞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