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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锐观察

新华社北京 7月 22日电 连日
来，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
责人致电（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
害表示诚挚慰问。发来慰问电（函）

的有：
俄罗斯总统普京、古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哈
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塔吉克斯坦
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

济约耶夫、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
哈梅多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
文。他们对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深表同情和慰问，高度评价
中国政府采取的有力抗灾行动，相信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
能够战胜灾害，早日恢复灾区生产生
活秩序。

就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致电（函）习近平主席表示慰问

7月 21日是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
30周年纪念日。中沙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沙特欧拉古城位于古丝绸之路和香料之
路交汇处，吉达古港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一站，被称为记录历史的“活化石”。

近年来，中沙之间政治互信不断增
强，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人文交流日益
深入，双边关系发展驶上“快车道”。

政治互信守望相助

自 1990年建交以来，中沙两国关系
稳步发展。2016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沙
特，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
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驻沙特大使陈伟庆指出，在双
边关系中，中沙两国秉持和平共处、不
干涉内政等原则，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两
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中国中东问题前特使吴思科表示，
随着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立
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中沙政治互信得到
很大提升，“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友谊源
远流长，遇到重大事件能够相互支持”。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沙两国团结

合作，守望相助。沙特研究与知识交流
中心研究员海塞姆·赛义德认为，两国
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合作值得称赞，“将
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这一点，两
国是相同的”。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
长李绍先表示，中沙近年来政治互信不
断增强，中国积极支持沙特作为地区重
要国家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
用，沙特对中国的核心关切也给予支持，
“发展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两
国人民，也符合地区和世界的利益”。

经济互补携手共赢

1990年中沙建交时，两国年双边贸
易额约为 5亿美元，2019年这一数字达
到 781.8亿美元，增长 150多倍。

对于中沙经贸合作取得的跨越式
发展，李绍先指出，“中沙经济高度互
补，十分契合”。

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沙
特是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最大贸易伙
伴。沙中商务理事会成员马吉德·奥泰
巴说：“这要归功于这些年来中国经济
的显著增长。”

陈伟庆指出，从中国石化和沙特阿
美公司合资的延布炼厂，到中铁建承建
的麦加轻轨，再到中企参与建设的吉赞
经济城，在沙中资企业为沙特工业产业
本地化、促进就业、带动沙特各领域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秘
书长陈沫说，沙特“2030 愿景”及“新未
来”等规划里的许多产业和项目，中国
都有技术优势，这为双方开展和扩大在
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此外，中沙还积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开展第三方合作。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也得
到沙特方面积极响应。2018年、2019年
连续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沙特企
业带来椰枣、水产养殖产品和奶制品，
香甜的“椰枣酱”引来与会者竞相品尝。

人文交流亮点频频

椰枣树影婆娑，巨型屏幕上中阿文
字闪动——2010年上海世博会，沙特馆
“月亮船”成为最受欢迎的场馆之一，给
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

陈伟庆说，近年来，中沙在语言文

化、文明互鉴、遗产保护等方面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
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薛庆国
说，沙特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大国，在
当代阿拉伯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发展
中沙文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
明指出，中沙教育交流也迈上新台阶。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约 50所大学开设了
阿拉伯语专业；2019 年，沙特将中文教
学纳入教学大纲，在阿拉伯国家的中文
教育方面走在前列。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
究中心副教授陈越洋回忆起她 2019 年
访问沙特时，在当地人家中见到红灯
笼、瓷器花瓶等诸多中国元素，“能够感
到中沙交往正在日益加深”。
“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

展览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刘麟瑞
传》等一批中文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
语……谈起中沙人文交流，沙特研究
与知识交流中心主任叶海亚说，“中沙
人文交流正向更高水平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蔺

妍、胡冠）

携 手 共 谱 丝 路 新 乐 章
——建交30周年中国沙特关系发展驶上“快车道”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记者伍
岳）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2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7月 21日，美方突然要求中方
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这是美方单方面
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严重违反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
领事条约有关规定，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十分蛮横无理。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中
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否
则，中方必将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
不断向中方甩锅推责，对中国进行污名
化攻击，无端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无理
刁难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对中国在

美留学人员进行恐吓、盘查，没收个人电
子设备，甚至是无端拘押。此次美方单
方面限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
美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

他说，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
政原则，渗透、干涉别国内政从来不是中
国外交的基因和传统。中国驻美外交机
构始终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
解和友谊。中方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
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为美驻
华外交机构和人员履职提供便利。反观
美方，去年 10月和今年 6月两次对中国
驻美外交人员无端设限，多次私自开拆
中方的外交邮袋，查扣中方公务用品。

由于近期美方肆意污名化和煽动仇视，
中国驻美使馆近期已经收到针对中国驻
美外交机构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
美驻华使馆网站更是经常公然刊登攻击
中国的文章。相比之下，是谁在干涉别
国内政，是谁在搞渗透、搞对抗，事实一
目了然。

汪文斌说，美方声称美中关系不对
等，这是美方的惯用借口，毫无道理。事
实上，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领馆数量
和外交领事人员数量而言，美方远远多
于中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
误决定。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
采取措施坚决应对。”

外交部发言人——

强烈谴责美方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普京签署总统令确定

2030年前俄国家发展目标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21日电 俄
罗斯总统普京 21 日签署总统令，确定
2030 年前俄国家发展目标，对俄经济、
教育、城市建设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发展
提出具体指标。

根据俄总统网站 21 日发布的总统
令，为实现突破性发展，增加人口数量，
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俄罗斯在 2030年前
需完成一系列国家发展目标。

“海上微风-2020”

多国军演在黑海举行

据新华社基辅7月20日电 由乌克
兰和美国主导的“海上微风-2020”多国联
合军演20日在乌克兰南部黑海海域举行。

此次军演至 26日结束，主要内容包
括海上战术演练、通信技术演练、海上排
雷、海上拦截、航行补给、闯入船只排查
等。乌克兰、美国、土耳其、西班牙、格鲁
吉亚等国的 27 艘军舰、19 架飞机和约
2000名军人参加军演。

五角大楼称正在

落实“动态力量部署”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21日电 （记
者刘品然）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1日说，
他并未下令要求减少驻韩美军，但美国
各战区司令部的军力调整将继续进行。

埃斯珀当天在一场公开活动的问答
环节中表示，五角大楼正在落实“动态力
量部署”等新概念，希望在各战区实现更
多的军力轮换，此举将让美国在应对全
球挑战时具有更大的战略灵活性。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3岁
大的克里斯托弗字正腔圆地将这首著名
的中国唐诗流畅地背诵下来。要是只听
其声，还以为是一位中国孩子在背诗呢。

巴西儿童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孪生兄
弟克里斯汀都是里约热内卢中国学校的
学生。入校没几个月，他们就已经掌握
了《登鹳雀楼》《三字经》等中国经典诗词
和文章。

里约热内卢中国学校是第一批海外
中国国际学校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19
年 2月开始正式运行一年多来，学校发展
迅速，目前已拥有教职员工16人，其中包
括山东济南教育局派来的3名支教老师。

由于新冠疫情，从今年 3月中旬开
始，里约中国学校改为网上授课。无论
是对老师还是学生，这都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老师们精心备课，根据各个年龄
段孩子的特点开展网络教学，把“网络课
堂”办得越来越好，上课的学生越来越
多，甚至远在圣保罗的中国孩子也加入
了该校的网课。

11岁的李瑞琪，上午上美国学校的
英文课，下午上里约中国学校的中文
课。短短 1年时间，他已经会背很多中
国古诗。他的母亲说：“来巴西常驻工作
以后，由于就读美国学校，孩子的中文读
写能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明显不
足。通过在中国学校这一段时间的学
习，发现孩子对语文的兴趣明显增强，现
在已经能背诵一些名篇名句了，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认知在逐步增强。”
作为校长，袁爱萍每周都要召集老

师们开会，探讨如何进一步搞好教学。
由济南教育局选派的魏东是中国学校的
语文老师。为了上好网课，他每周都会
提前寻找教学资源，反复揣摩，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周教学计划。

10岁的徐浩洋活泼好动，疫情导致
他只能居家不能外出，于是，每天上魏东
老师的中文网课成为他最期待的事情。
每次上中文课前，他都提前准备好，预习
上课内容，下课主动让家长打印老师留
的作业并自觉完成。徐浩洋的母亲说：
“在海外，最担心的就是下一代学习中国
文化的问题。在中国学校各位老师的帮
助下，感觉才短短几个月，孩子的中文水
平就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对中国文
化的兴趣越来越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海外推广中
文教育是一个长期工程。里约中国学校
作为一个具有创新性教学体系和教育理
念的学校，需要时间来获得巴西社会和华
人社区的关注和认可，需要不断地在学校
设施和师资方面加大投入。最近，在中国
驻里约总领馆的大力支持下，学校租赁了
独立校舍，目前正在装修，预计疫情后就
可以投入使用。袁爱萍说：“唯有祖国成
为里约中国学校强大的后盾，里约中国学
校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桃李满园。”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7月 21日

电 记者陈威华、赵焱）

疫情中的琅琅书声
—记巴西里约中国学校

本报沈阳 7月 22日电 海洋、特
约记者汪学潮报道：7月 22 日，中国第
8 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在沈阳桃仙国际
机场集结，第一梯队 203 名官兵乘坐民
航包机起飞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国

际维和任务。据悉，中国第 8批赴马里
维和部队共 413 人。其中，警卫分队
210 人、工兵分队 140 人、医疗分队 63
人，第二梯队 210 名维和官兵将于 8月
中旬出征。

我第8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出征

7月21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总统府，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前左）和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前中）等

一起查看中方捐赠的检测试剂盒、医用口罩和手套等抗疫物资。 新华社发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国内

加速蔓延，抗议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

等的示威活动也是此起彼伏。

比疫情走势和系统性种族歧视更

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以蓬佩奥为代表

的一些美国政客的堕落。从打着“美国

优先”的旗号在国际经贸领域霸凌他

国，到千方百计转嫁应对疫情不力的责

任；从捏造口实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到信口雌黄全方位诋毁中国，其毫无下

限的拙劣表演，极尽无中生有、制造对

立、煽动仇恨之能事。可以说无论是内

政还是外交领域，抹黑闹剧正使美国应

有的“大国体面”不断崩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美国

政客在构陷中国方面，已经陷入走火入

魔的境地。他们抱持着冷战思维，肆意

挑拨意识形态对立，鼓吹围堵打压中

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

重要原因之一。事实证明，中国始终是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国际公平正义的

倡导者和实践者，与美方在国际上屡屡

“退群”毁约，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

弃形成鲜明对比。谁是麻烦制造者，国

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当下，美国国内新冠疫情愈发吃

紧，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然而，

美国一些政客根本无心处理自家的糟

心事。从诬称中方隐瞒新冠肺炎疫

情，到捏造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病毒

起源论”；从颠倒黑白、搬弄是非，在涉

港、涉疆问题上指手画脚，到公然干涉

中国内政，恶意挑拨中国与欧洲、非洲

国家关系，蓬佩奥等美国政客的所作

所为，不过是为了推卸自己抗疫不力

的责任，把危机转嫁给中国。这样可

耻可笑的行径，不但被世人所唾弃，也

使美国国家信誉扫地。

无端攻击指责中国，难掩美国在

全球合作抗疫的大局中毫无建树的

事实。当前，随着美国大选临近，蓬

佩奥等美国政客屡屡突破科学底线，

将胜选置于普通民众的生命之上，导

致美国新增病例数屡创新高，疫情形

势不断恶化。对此，美国不仅不寻求

加强多边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蓬佩奥等政客反倒频繁上演

“抹黑外交”“施压外交”，在世界各地

到处搬弄是非。他们的所作所为，正

在使美国加速沦为大国权力竞争的

极力推动者、多边国际制度的主要冲

击者、国际合作的最大破坏者。为

此，多国专家学者纷纷指出，美国拒

不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是一种“可

耻的”表现。

是非终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

蓬佩奥等美国政客的险恶用心，注定

不能得逞。无论是“甩锅”推责，还是

诽谤抹黑，他们都不会得到想要的结

果，反而会让美国的“大国体面”全无，

愈发没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作者单位：国际关系学院）

蓬佩奥等一些美国政客可耻可笑的行径，不但被世人所

唾弃，也使美国国家信誉扫地——

抹黑闹剧使美国“大国体面”崩塌
■丑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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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方 21日突然要求
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多国专家学
者对此评论说，这是美国单方面的政治
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破坏中美两国关系，不利于世界政
治稳定和经济复苏。

埃及新闻总署政治院研究员侯赛
因·伊斯梅尔认为，这是美国单方面的政
治挑衅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反映出美国政府的傲慢态
度，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破坏。

亚美尼亚中国-欧亚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姆格尔·萨哈基扬说，美国的做法无
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相反会进一步加剧
两国间紧张关系。美国持续恶化对华关

系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希望美国政府摒弃冷战思维，不要动辄使
用这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秘
书长钦貌林表示，美国的举措对双边关
系毫无建设性，伤害了中美两国关系。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
长许庆琦指出，美国的做法是毫无必要
和危险的，无助于两国关系保持稳定。
美国一些政客试图全方位打压中国以谋
取自身政治利益，转移舆论对美方应对
国内疫情不力的注意力。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和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执行董事阿里·萨瓦尔·纳克维认
为，美国此举令人震惊，让人们担心美国将
把世界带向何方。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

驻休斯敦总领馆完全违反了外交规范和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应当予以谴责。

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安德
烈·马诺伊洛说，从外交角度看，美方要
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是卑鄙的、
不友好的挑衅行为。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
希尔说，美国此举会加剧与中国的外交
摩擦，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关闭中国
驻休斯敦总领馆将削弱中美两国人民之
间的交流。

乌克兰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专家弗拉
基米尔·沃利亚认为，美方试图利用“中
国牌”来为国内政治服务，美国施压中国
造成两国关系受损，也影响世界经济的
复苏。

美国单方面政治挑衅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多国人士批评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