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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清 美 国 某 些 政 客﹃合 则 用 、不 合 则 弃﹄的 真 面 目
——

亚当 斯密在悄悄流泪

3 经济要闻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
劳动时所表现更大的熟练、
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
”现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对“分工”的定
义，奠定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学的
基石。如同一些美国知名学者所言，如果
说美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那么奇迹的源
泉之一就是这部著作。
对自由市场的追求，让美国在形成全
球大市场、国际大分工的历史进程中脱颖
而出；对公平竞争的坚持，
向来是美国引以
为傲的价值坐标。但时至今日，美国的一
些政客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来路，或者
明明知道何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途，却为
一己之私利不顾一切要挡住别人的路。市
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被华盛顿那双
“霸道的手”
束缚。
亚当·斯密用制钉工人论证分工的意
义，
但在美国的一些政客那里，
手握着锤子
就看着什么都是钉子。美方情报官员频频
炒作一些莫须有的在华经营风险，美国政
府部门以
“国家安全”
名义对中国企业围追
堵截，甚至四处对盟友施压企图限制中国
企业……开放自由理念不再，公平竞争价
值不存，
美方一些政客的种种异动，
彻头彻
尾毁掉了自诩的“公平竞争捍卫者”形象。
甚至连一些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针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只要把信息交给中国
共产党就构成了风险”
的荒谬言论，
美国媒
体犀利指出：美国政府拿不出任何证据证
明其针对中国企业所谓“窃取美国公司技
术、涉嫌间谍活动”的指控。相反，
“ 棱镜
门”丑闻却早已坐实了美国政府对公民的
大规模窃听行为。
华盛顿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定点清
除”式打压，也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一些
美国政客的伪善：所谓的贸易自由主义就
是对自己行自由，
让他人无路可走；所谓的
公平竞争就是一切唯我独尊。单边主义盛
行，
高举保护主义大棒，
践踏的正是自由与

开放的信条。
立于全球产业链最高端，
得益于国际分工最大受益者、
世界贸易规则
主要制定者、
众多跨国巨头拥有者的优势身份，
美国早就在经济全球化大
潮中赚得盆满钵满。但是，
自由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于一些美国政客而言，
依旧是“合则用、
不合则弃”的摆设。20 世纪 80 年代让日本打掉牙往肚里
咽的“广场协议”，以司法为武器围猎法国能源公司阿尔斯通的“美国陷
阱”……正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只是，习惯了“零和博弈”的那些
政客们有没有想过：
没有了公平竞争，
美国也会失去健康发展的未来。
如果美国先辈有知，
看到今天的局势定会失望：
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被
零和对抗思维驱动，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基础就荡然无存了，
它不再是全
球秩序的维护者，
而是麻烦制造者、
风险酝酿者。
指责
“中国长期从事不公
平贸易”
、
要求所谓
“公平、
对等”
贸易，
是对基本经贸常识的假装无知；
摆出
一副
“美国吃亏”
状，
高呼
“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
，
只会对全球产业链作出一
厢情愿的扭曲。
在一个嵌入式发展的世界，
企图搞
“脱钩”
，
是违背经济规律
的政治任性，
美国农民不会因此受益只会陷入困境，
美国经济不会
“再次伟
大”
只会掉头向下，
美国资本市场不会蓬勃向上只会成为风险样本……
贸易本该是互惠互利下的双赢。我们不指望一些美国政客可以达到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所言的“正义、
仁慈、
良心”，
但成为《国富论》所讲
的“理性经济人”，应是不难的选择。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公平竞争、互
利共赢的市场秩序愈发突显其价值，
最大的理性就是认识到公平竞争、
合
作共赢的意义与价值。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最近发表文章，
呼吁
美国人清醒起来，承认“中国并不是（美国）经济问题的源头”。不知这样
的声音，
能不能让那些执迷不悟的政客们有所醒悟？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美联邦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但美国高校欢迎中国学生——

美方行为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6 月 3 日，教育部发布 2019 年
第 1 号留学预警表示，一段时间以
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
受到限制，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
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的
情况，对中方留学人员正常赴美学
习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
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
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
做好相应准备。

害，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
情。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美教育交
流合作遭遇寒流。希望美方尽快纠
正错误做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多做有益于促进两国教育交流合作
的事情，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
解和友谊作出努力。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
学生生源国

最近有媒体报道，
麻省理工学院
2019 年本科生未招收一名中国学
生，
也有传闻称美国大学正在向中国
学生关闭大门。
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新闻
办主任续梅表示，
教育部已请驻外使
领馆核实相关情况，
也向一些美国高
校了解情况，
还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进行了初步核实。目前掌握到的情
况，
已经有中国学生接到了麻省理工
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另外，
像耶鲁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学校都表示
他们向中国学生发出了超过 10 份的
本科录取通知书，
这个数量和往年相
比大体相当。”续梅说。
续梅表示，总体上来看，尽管中
美经贸摩擦一直在持续，
但是中国学
生到美国去留学的总体形势保持了
平稳态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
美国著名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
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莱斯大学等学校的校长，都纷
纷发声，
表示欢迎和支持包括中国学
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例如，
哈
佛大学的校长表示中美高校之间应
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交流，
这对于中
美关系来说特别重要。莱斯大学校
长给全校所有人员发了一封信，
信里
写：我们的国际学生、教职员工和来
访的学者，不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在莱斯大学都会受到尊重和欢迎。
“可以看出来，美国高校对华交往合
作的态度是开放的，
对于留学生的态
度也是欢迎的。”续梅说。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
源国。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2018 年公
布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7 至
2018 学年在美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
学生为 36.33 万人，占全部国际学生
数 量 的 33.2% ，同 比 增 长 3.6% 。
2017 学年，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带来
了近 139 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
长徐永吉表示，
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教育交流合作，
但是合作不是单向的，
而是基于双方
共同的意愿和互相尊重。自信开放
的中国学生以世界为怀，
愿与所有友
好国家的青年一起交流、学习、创造，
为推动人类的文明和科技发展共同
作出贡献。
徐永吉表示，中方始终认为，
不管政治经济关系如何变化，教育
交流合作要始终保持自信和定力。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同包括美国在内
的世界各国开展留学生交流。从
1978 年到 2018 年底，中国各类出国
留学人员累计达 585.71 万人。2018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66.21
万人，较上年增长 8.83%。未来，中
国政府将继续秉持“支持留学、鼓励
回 国 、来 去 自 由 、发 挥 作 用 ” 的 方
针，继续同各国相互借鉴教育理念
和管理经验，不断加强人员往来，
共同推动教育发展。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记者马卓言） 针对美国防部
报告称中国是
“修正主义大国”，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 3 日说，所谓“修
正主义大国”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
上，奉劝美方一些人士正视事实，
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抹黑和诋毁。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6 月 1 日，五角大楼在
其官网发布首份《美国防部印太战
略报告》，指称中国是
“修正主义大
国”，破坏国际体系。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耿爽说，美国国防部在其发表
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对中方进行
无端指责，这完全不可接受。
“所谓
‘修正主义大国’
、破坏国际体系这
些帽子通通扣不到中国头上。”
耿爽说，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
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迄今参加
了 100 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
了超过 500 个多边条约，是联合国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
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将继续
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反观美国，虽然满口规则秩
序，行动上却大行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和霸凌主义。”耿爽说，
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签署国家有 190 多
个，美国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核可，
美国退出了。还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
组织，美国也都退出了。美国是
WTO 的重要成员，但却公然违背
多边贸易规则，频频挥舞关税大
棒。所以，是谁对国际规则和机构
合则用、不合则弃，国际社会看得
清清楚楚。
“中方奉劝美方一些人士正视
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抹黑和诋
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促进地区和
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上来。”
他说。

IEEE 解除对华为员工参与同行评审的限制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 日
电 （记者周舟） 总部位于美国
纽约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2 日发表声明说，解除对
华为及其子公司员工参与 IEEE
出版过程中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
的限制。
声明说，所有 IEEE 会员都可
以继续正常参与 IEEE 的全部活
动，无论他们的雇主是谁。
美国商务部 5 月中旬将华为
及其附属公司列入限制交易的
“实
体清单”。IEEE 随后发布声明说，
华为公司及其员工无法参与 IEEE
一些通常不向公众开放的活动，
包

括部分出版物的同行评审和编辑
过程。
IEEE 此举在学术界招致广泛
批评。中国科协所属十学会 2 日
发表声明称，这一“审稿门”事件，
是对科学家个人和机构的严重歧
视，是学术交流发展中的严重倒
退，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科技界的一
场危机。
IEEE 发表的最新声明说，此
前限制性的做法是为了规避相关
的法律风险。经与美国商务部沟
通，华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可以参
加 IEEE 出版过程的同行评审和
编辑工作。

美联邦政府对中国部分
专业赴美学生进行签证限制
徐永吉透露，
在当前中美经贸摩
擦背景下，
美国会和联邦政府部门将
部分正常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政
治化，
冠以
“中国威胁”
“中国渗透”之
名进行打压，
诬蔑孔子学院为中国在
美扩张政治影响、进行价值传播的工
具，诬陷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开展“非
传统间谍”活动并进行无端滋扰。
徐永吉说，在留学生交往方面，
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联邦政府对中国
部分专业赴美学生进行签证限制，
延

长签证审查周期、缩短有效期，拒
签率上升。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
计，2018 年我计划公派赴美留学
10313 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
计划赴美 331 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3.2%；2019 年 1 月至 3 月，中方计划
公派赴美留学 1353 人，因签证问题
未能成行 182 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13.5%。2018 年以来，美以反间谍为
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签
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近
期美方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
关系研究学者赴美十年签证。
徐永吉表示，上述种种行为已
经对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尊严造成伤

拒绝教育领域正常交流，就是拒绝未来发展机遇
佘 颖

外交部：

所谓“修正主义大国”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

美国高校欢迎中国学生，
已有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

中美之间另一条紧密相连的纽
带正在滋生缝隙。中国是美国最大
的国际学生生源国，但是，在当前中
美经贸摩擦背景下，
美国会和联邦政
府部门将部分正常中美教育交流合
作活动政治化：
美联邦政府对中国部
分专业赴美学生进行签证限制，
延长
签证审查周期、缩短有效期，拒签率
上升。
可以说，
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美
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中国教育
部 6 月 3 日发布 2019 年第 1 号留学预

警，
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在赴美留学前
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做好
相应准备。相信中国学生及家长将
会 重 新 评 估 留 学 计 划 ，做 出 理 性
判断。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教育
领域的交流合作会让那些将要创造
未来的人才之间彼此熟悉，让这些
年轻人确定哪里才是他们改变世界
的舞台。中美建交 40 年来，两国都
在教育交流中获益，大批赴美留学
生归国后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中
坚力量，同时，中国留学生也为美
国创新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硅谷
实验室里的大量华人工程师就是最
好的证明。
拒绝教育领域正常交流，就是

拒绝未来发展机遇。现在，美方的
做法，从侧面反映出其对自己的未
来信心不足，没有勇气和自信吸引
最优秀的人才。美方通过签证限制
打压中国学生或学者，强制减少中
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机会，这种将优
秀的年轻人拒之门外的做法，反而
会使美方自己失去下一个十年、百
年的发展机遇。
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
识到了这一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一些美国著名的高校，包括哈佛
大学、
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
莱斯大学等学校的校
长都纷纷发声，
表示欢迎和支持包括
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
他们的声音同样代表了美国的民意，

应该得到尊重。
不管政治经济关系如何变化，
教育交流合作应该始终保持自信和
定力。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同包括美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留学生交
流。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
地区的逾 49 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
在中国的 1004 所高等院校学习，比
2017 年增加了 3013 人，其中还有几
万名美国学生。未来，中国政府将
继续秉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
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同各国
相互借鉴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欢
迎世界各地留学生们来中国学习、
了解中国，并参与中国的发展进程，
为推动人类的文明和科技发展共同
作出贡献。

海外舆论热议《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中国决不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
中国 6 月 2 日发布的 《关于中美
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 白皮书引发
各国媒体热议。国际舆论认为，白
皮书揭露了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
出尔反尔、背信弃义，表明了中方
立场——谈，大门敞开；打，奉陪
到底。中国决不会在重大原则问题
上作出让步。
俄罗斯报报道称，中国认为中美
贸易关系紧张局势恶化和升级系美
国单方面挑起。加剧冲突对双方不
利，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
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
歧，中国所采取的反制措施是为了维
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报道指出，新一
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便开始采取对
抗政策，以加征关税等手段相威胁，
频频挑起各国间经贸摩擦。中国愿
开展进一步对话解决贸易争端，推动
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但是，任何磋
商都是有底线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中国决不让步。

越通社、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快
讯网、年轻人报等多家越南媒体报道
认为，贸易战没有给美国带来“再次
伟大”，加征关税措施不仅没有推动
美国经济增长，反而给美国经济带来
了严重伤害，实际上美国消费者也承
担了关税成本。试图通过“泼脏水”、
拆台、极限施压等手段达成协议，只
会破坏双方合作关系，错失历史机
遇。自中美两国 2018 年发生经贸摩
擦以来，中国为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作
出了许多努力。中国愿意继续与美
国协商寻求解决方案，达成互利协
议，
但不会违背原则。
法国回声报报道称，作为美国单
方面挑起贸易战的受害者，中国此次
发布的白皮书揭露了美方三次出尔
反尔、拖延双边贸易谈判的证据性细
节，表明中方已充分作好捍卫自身权
益的准备以及对长期艰苦谈判的坚
定决心。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增加关

税将给中美两国及世界经济带来恶
劣影响，原因出在美方。中方选择在
6 月 1 日正式开启对美关税反制措
施，并在次日发布白皮书，表明了中
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决
心，同时也表达了中方希望通过协商
对话解决经贸摩擦的意愿。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是继去
年 9 月份以来中方发表的第二份对
美贸易白皮书。对比来看，在对美谈
判的核心问题上，中国态度更加鲜
明。白皮书介绍了中国在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表明美方
指责中国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不符
合事实，
完全不能成立。
匈牙利世界经济报以“中国不怕
贸易战”为题，详细介绍了白皮书的
内容，称有许多数据被美国夸大或误
解，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指责毫无根
据，中国不会接受所谓的“盗窃知识
产权”等指控。美国提高关税的做法
对所有经济体都没有好处。中国不

希望与美国发生贸易战争，但也不会
因此产生动摇。
保 加 利 亚 24 小 时 报 网 络 版 以
《中国发表白皮书阐明中美经贸磋商
的中方立场》为题报道说，美国政府
对进口中国商品额外加征关税阻碍
了两国和全球贸易投资合作。美国
的贸易保护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损害
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市场信心
造成伤害，这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严
峻挑战和经济全球化的威胁。在经
贸磋商中，双方必须相互尊重，遵守
平等互利的原则。如果一方强迫另
一方谈判，或者谈判结果只有其中一
方受益，那么谈判就不会成功。合作
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互惠互利可
以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中美双方最
终还是要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两国
间的经贸分歧和摩擦。
文/本报记者 李遥远 赵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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