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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多家南非媒体和专家学
者对中美经贸摩擦发表看法，认为美
国企图用极限施压手段迫使中国在中
美贸易谈判中让步的想法是错误的。
对于美方的无理要求，中国不会让
步。解决中美经贸摩擦，最终还是需
要双方回到谈判桌上，平等协商。

南非主流媒体每日商报以《中国
打个喷嚏，全球都会感冒》为题，刊文
分析中美贸易争端。文章指出，过去
20 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
的引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或
多或少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外部压
力，但美国经济也无法幸免，中美经
贸摩擦还会给世界经济造成连带影
响。文章认为，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
改变，美国不再能够主导全球经济大
势。今时今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最大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正在全
球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

文章认为，世界经济当前正处于
脆弱的平衡状态，日益升级的中美贸
易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经济走
弱。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很有可
能导致全球滞胀。因此，中美达成一
个对各方有利的解决方案对全球经济
稳定至关重要。

国际投资公司天达资产管理公司
全球投资战略部研究主管海恩斯分析
称，考虑到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市
场本以为美国政府会采取更加保守一
些的处理方式；相反，美国政府的手段
充满了敌意，这在全球市场造成了严
重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的是，美国
在试图遏制中国崛起。

对于中美经贸摩擦背后折射出的
大国激烈博弈，南非资深外交官威利·
恩赫拉普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恩赫
拉普曾多年担任驻美大使。他认为，
由奉行简单强硬“顺昌逆亡”理念的约
翰·博尔顿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
问，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单边主
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出现了回潮。美
国一直视中国为崛起中的战略竞争对
手，一定会想方设法予以遏制，贸易战
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延伸。

恩赫拉普认为，中国不是可以被
轻易打败的。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
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中方会予以反击，
因此当中方反制措施出台后，华盛顿
感到措手不及。特朗普只好继续加
码，证明自己不甘示弱。

恩赫拉普表示，如果中美贸易冲

突继续升级，最后受伤的一定是美国
普通消费者。常驻美国期间，恩赫拉
普亲身体会到，美国老百姓日常消费
品处处离不开“中国制造”，“美国本土
制造业早已进入衰退期，美国各界关
于‘中国制造’的‘担忧’也是老生常
谈。问题是，离开了‘中国制造’，美国
人民的日子应该怎么过下去？”

南非知名政治分析师西腾比勒·
姆贝特对此表示认同。他说，美国已
经将打压中国作为战略目标，这从美
国对非战略中也能看得出来。美国制
定的对非新战略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
抗衡中国在非洲日益提高的存在感和
影响力。美国政府对于发展与非洲各
国的关系和增进非洲民众的福祉丝毫
不感兴趣，只是单纯地将非洲作为与
中国对抗的新“战场”。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侯
晓晨） 针对美方称美中实际上已就经
贸磋商达成协议，但中方破坏了协议，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20日表示，不知道美方
所说的“协议”是什么，美方想混淆视听
转嫁责任是徒劳的。

“美方可能一直有一份自己奢望的
‘协议’，但肯定不是中方同意过的协
议。”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他说，中美 11 轮经贸磋商未能达
成协议，根本原因在于美方试图通过极
限施压实现不合理的利益索求。这从
一开始就行不通。“在要挟未果、引发美
国国内外广泛质疑和市场动荡的情况
下，美方又想混淆视听转嫁责任，这也
是徒劳的。”

陆慷表示，中方在过去11轮谈判中
表现出的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国际社会有
目共睹。“我愿再次重申，中美经贸磋商
只能沿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正确轨
道前行，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侯
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0日在回应
有关欧洲调查发现华为无“后门”的问题
时表示，欧洲方面调查结论证明了华为
的清白，也暴露了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
压他国企业的不正当性。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德
国媒体报道，经多年审查，英国、德国及
欧盟方面均未发现华为产品存在明显

“后门”，但美国思科设备却经常被发现
安全漏洞，自 2013 年起已有 10 起“后
门”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其实特别想听听美方对此有
何评论，”陆慷说，“当然，国际社会可能
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自‘棱镜门’事件
以来，美方对于国际上指控它非法从事
网络攻击、窃密的事实依据，一直都是三
缄其口。”

他表示，美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为
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对他国企业造
谣抹黑，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欧
洲方面调查结论证明了华为的清白，也
暴露了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他国企业
的不正当性。”陆慷说。

本报北京5月 20日讯 记
者朱琳报道：中国贸促会5月20
日在北京举办第十三届中国—拉
美企业家高峰会发布会。中国贸
促会会长高燕在会上表示，第十
三届中拉企业家高峰会将于 12
月9日至11日在巴拿马城举办。

高燕说，本届高峰会将全面
聚焦推动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走
深走实，围绕“深化‘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实现中拉共同发展繁荣”
的主题，着重探讨中拉工商界积
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创中拉
繁荣稳定发展，以及中拉在基础
设施、金融、贸易、服务、中小企业
发展等领域合作机遇和方向等。

高燕表示，在当前经济全球
化遭遇重大波折，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日渐抬头的背景下，不
断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对维护开放
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秩
序，改善各国民生福祉具有重大

的意义。近年来，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五位一体”
的中拉关系新格局不断构建。作
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投资促进
机构，中国贸促会将充分利用中
拉企业家高峰会、中拉企业家理
事会等平台，努力推动中国企业
与拉美和加勒比各国开展互利合
作，通过信息交流、法律服务、互
访、举办展会等方式，服务中拉企
业,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商机、对
接项目、拓展业务。

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表
示，本届高峰会在巴拿马举办对
中巴经贸关系发展和中拉整体合
作意义重大。巴拿马地理位置优
越，在全球贸易路线中占据重要
位置，本届高峰会在巴拿马举办
将有力促进中拉企业携手共赢，
开拓全球市场。巴拿马政府将全
力支持本届高峰会，目前各项筹
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不 要 逆 历 史 潮 流 而 动
——“对华文明冲突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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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 20日讯 记
者祝君壁从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中
小企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获悉：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
会将于2019年6月24日至27日
在广州举办。目前，境内主题展和
境外主题展已确认展位数总计
2533个，超额完成招展计划。其中
各省份已确认“专精特新”展区和
创新服务展区两大展区展位数合
计1283个，“专精特新”展区1028
个，创新服务展区255个；跨境电
商展区 200 个；境外主题展已确
认展位数1050个，确认参展的国
际组织和国家（地区）共31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
平在会上表示，第十六届中博会
将按照“解难题、拓市场、聚人气”
的办展思路，针对中小企业面临
的难点、痛点和堵点，进一步丰富
和完善展会的综合服务功能和内
涵。首次设立“专精特新”和创新
服务展区，引领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优选行业商业协会举办行
业产品供需对接活动，针对性地
组织采购商与参展商进行精准对
接，提升展会成效。打造网上中
博会，开通网上展示功能，逐步实
现网上交易，吸引更多的中小企
业参展参会。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陈
博报道：当地时间 5 月 20 日，中
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冯正霖与欧
盟轮值主席国代表罗马尼亚驻欧
盟大使奥多贝斯库以及欧盟委员
会负责移动运输事务的委员布尔
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共同签署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欧洲
联盟民用航空安全协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欧洲联盟
关于航班若干方面的协定》。

上述两个协定的签署是落实
第二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
声明的具体举措，是中国与欧盟

首次在民航领域签署协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欧洲联盟民用
航空安全协定》确立了中国与欧
盟在适航和环保审定、飞行运行、
空管服务、人员执照与培训等民
航安全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的法律
框架，很好地体现了互利共赢原
则。特别是适航和环保审定附件
的签署，为中欧双方航空产品的
适航审定合作创造了条件，为双
方航空产品的交流提供了广阔途
径，也为双方工业企业在航空产
品设计制造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
良好环境。

促进中拉企业携手共赢开拓全球市场

第十三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将办

第十六届中小企业博览会超额完成招展计划
首次设立“专精特新”展区

中欧首次签署民航领域协定
为双方航空产品适航审定创造条件

南非媒体和专家学者认为：

美 国 遏 制 中 国 的 企 图 昭 然 若 揭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唐 山 港 1 月 至 4 月

货物吞吐量超2亿吨

最近，一个叫斯金纳的美国女人
语出惊人，抛出了带有浓烈种族主义
色彩的“对华文明冲突论”。国际社会
为之惊诧。

这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
主任，竟然要把美国对华关系，耸人听
闻地贴上“文明冲突”的标签。美国作
家马克·吐温早就为这种人做了画像：

“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
到的问题都是钉子。”斯金纳就是想操
起“文明冲突”这把“榔头”，不分青红
皂白地打平一切被认为是中美关系中
问题的“钉子”，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
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
种族主义逻辑。

其实，持这种奇谈怪论的人并不
想掩饰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
念，说什么“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
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
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当前中国
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

“我们首次面对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大
国竞争对手”。这样的鼓噪声，人们并
不陌生，使人们不能不想到纳粹当年
对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等的恶毒诅
咒。想想当年纳粹从“雅利安人高于
一切人种”的种族主义出发犯下的滔
天罪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把国与国关系划归到种族层
面的言论，即便在美国也受到强烈质
疑。《华盛顿邮报》称，这一观点经不起
推敲，且缺乏实证支持，文章认为其根
据主要文明对国家进行分类，忽略了
身份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美国彭博社
则评论说，“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外交
政策中没有容身之地，且这种冲突模
式无助于美国赢得竞争。美国《外交
政策》的评论对此一针见血：“这展现
出新的美国治国术中种族主义和危险
的一面。”

据说这位名叫斯金纳的女人本人
是非洲裔美国人，她津津乐道谈这种
种族主义的言论，喋喋不休谈白色人
种，难道忘记了美国长期肆虐的种族
歧视给广大黑人带来的深重灾难吗？
难道忘记了所谓“白人文明”对印第安
文明、黑人文明的绞杀吗？

中 华 文 明 的 一 大 特 质 就 是
“和”。公元前 140 多年，张骞带着一
支和平使团从长安出发，打通了东方
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凿空之旅”，而
不是去搞什么“文明冲突”！600多年
前，郑和七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
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
瓷器，而不是什么“文明冲突”！通过
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

马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进入中国，与
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在中国人“和”的
文化观念中，体现于宇宙观，讲求“天
人合一”；体现于对外交往，讲求“协和
万邦”；体现于社会生活，讲求“和衷共
济”；体现于人际关系，讲求“和为贵”；
体现于生态系统，讲求“和实生物”。
这样的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有着海
纳百川、包容并蓄的胸襟。这一“和”
的文化特质，纵贯古今，影响至深，成
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秉性。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指出的：“爱好和平的思想深
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
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
理念。”

斯金纳们这种以人种来确定文
明、以文明来确定国家冲突的逻辑是
十分危险的。林肯早就说过：“美国人
民是一个不受种族限制的人民。”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在口口声声“秉持自
由平等”、为废除奴隶制和解放黑人奴
隶付出巨大代价的美国，怎么会出现
这种“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极端言
论？很值得人们深思。

斯金纳们的种族主义言论的危险
性在于，既然说“文明冲突”基于人种
的不同，那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
灭绝他们所不喜欢的种族。因为有一

个种族存在，一个民族存在，就有一种
文明存在。难道美国人是要灭绝他们
不喜欢的种族、民族和基于这个种族、
民族历史演化而产生的文明吗？全世
界善良的人们要高度警惕了，决不能
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种族主义言
论泛滥开来！

世界是多样的，人类文明是多彩
的，没有分歧就没有世界。中美两国
各具特色，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众
诉求等不尽相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
在所难免。有了分歧并不可怕，关键
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
由，而要坚持相互尊重，致力于平等协
商，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各种文明应该交流互鉴、取长补
短、美美与共。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上升到文明层面，把不同文明降低到
人种范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百
害而无一利。对那些热衷于种族主
义的斯金纳们，人们必须大喝一声，
悬崖勒马吧！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前面就是万
丈深渊！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已持续一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完
全是由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所挑起的。
在中美经贸争端中，不时泛起理亏又
歪但气粗又大的谬论，“美国重建中国
论”便是其中一例。美方大放厥词：“我
们是个存钱罐，人人都偷我们的钱，包
括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让“美国每年
付给中国5000亿美元，太多太多年了。
是因为有我们，才重建了中国”。谬论
一出，不仅网友哂笑，世界舆论也是一
片哗然。有专家指出，此论调要不是无
知，就是别有用心，居心不良。

“美国重建中国论”不仅让很多美
国学者觉得这个论调不可思议，即便
是一个初通经济学的人，都能看出其
荒唐之处。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在华
投资和服务贸易所得一年就几千亿美
元，中国每年向美国提供大量廉价商
品，难道不可以说是中国重建了美国
吗？这是一个普遍联系的全球化世
界，贸易自由、互利共赢。中国进行国
际贸易，一贯遵循国际规则和市场规

律，讲的是诚信和买卖公平。况且，
“美国重建中国论”不仅忽视了美国经
济从中美贸易中受益颇丰的现实，而
且完全抹杀了中国自身的作为。中国
是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没
有全体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拼搏，能
有今天的辉煌吗？中美之间几十年的
正常贸易如果不是靠“互利共赢”维系
的，难道是靠谁慈悲为怀、大发善心支
持的吗？一贯喜欢占便宜的美国咋可
能变得好傻好天真？

“美国重建中国论”不仅是臆想
症，更是失忆症的表现。早在 150 年
前，1 万多名华工就开始修建一条长
3000多公里、穿越整个北美大陆的太
平洋铁路。这项工程被誉为工业革命
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是华工
用汗水和鲜血浇灌成的铁路，有人形
容“几乎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埋葬着一
个华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条铁路
成就了现代美国。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从华尔街决堤而出，如同海啸席

卷全球。美国GDP创下27年来最大
降幅，道琼斯指数腰斩，世界经济陷入
严重衰退。2009年，中国经济实现V
形反转，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画上了
一只熊猫，拿着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
气，称赞中国“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
信心的灯塔”；年底又将“中国工人”评
选为年度人物，原因是“中国千千万万
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
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
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中
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

中国的发展只能靠自己，近14亿
中国人的饭碗只能牢牢端在自己手
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路，中国一
不靠侵略和掠夺，二不靠殖民和压
榨，三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奴隶贸易，
而是凭着开拓创新的拼劲、自力更生
的韧劲、改革开放的干劲，抓住“鸡毛
换糖”的最微薄利润也要为改变命运
摸爬滚打。如果说，这场奇迹有密码，

那一定是亿万中国人民的苦干实干，
绝不是靠任何人的施舍和恩赐。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出现不同性
质、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危机，如何有
效治理全球已成为各国急需解决的问
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渐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
为他国的治国理政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中国积
极参与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建立公
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彰显了负责任
大国的使命和担当。2018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
额达到1.3万亿美元，目前已有127个
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也实现了中国与
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共赢，让世界不
同国家人民也能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用臆想构建的“美国重建中国论”
郭 言

5 月 20 日，轮船靠泊在唐山
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无人机
拍摄）。

记者从河北省唐山市海洋口岸
和港航管理局获悉，今年前 4 个月
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达2.12亿吨，同
比增长11.42％。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