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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四十年 一路风雨总向前

40年前的1月1日，两国正式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国际大势与历史进程为之一变

40 年前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正式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

关系， 从而结束了两个世界大国、10 多

亿人口之间近 30 年相互隔绝、敌视乃至

冲突对抗的局面， 国际大势与历史进程

为之一变。

正如“小球推动大球”、为中美关系

破冰的“乒乓外交”一样，中美建交再次

体现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审时度势的果

断决策与远见卓识。 40 年来，两国历届

领导人以高超政治智慧， 引领双边关系

跨越风雨坎坷、总体保持稳定前行。 “我

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

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习近平主席

的论述深刻揭示了此中真谛。

40 载沧海桑田：中美经贸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几可忽略不计，发展到如今双

边贸易额超过 5800 亿美元。人文交流也

突飞猛进———中国人从对在美亲友等

“海外关系”唯恐避之不及，到如今有 30

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求学； 美国人则告

别 “红色恐慌 ”，兴起了 “功夫热 ”“熊猫

热”和“汉语热”。 太平洋两岸间从交通完

全阻隔，到目前每周 300多个双向直飞航

班，每年双方人员往来超过 530万人次。

40 载相交相融： 中美建交 40 周年

恰与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契合。中国改

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既是自身锐意进取、

艰苦奋斗的结果， 也离不开与包括美国

在内的外部世界的交流融合。 发展进步

的中国积极融入并反哺世界。 2008 年美

国爆发金融危机后， 中国本着 “同舟共

济”精神，为遏制危机蔓延、促进美国乃

至全球经济企稳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

40 载机遇共享：中美合作给两国自

身创造了大量发展机遇、 为两国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福祉同时，改变了世界格局，

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不断

完善， 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的重要因素。 合作已成为双方最好的选

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中美关系

步入新阶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关系冷暖

牵系世界， 而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

了关键的引领作用。 从海湖庄园会晤到

北京会晤， 再到不久前二十国集团布宜

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的会晤， 中美元首

面对面沟通，为中美关系大船掌舵定向。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两国元首同意共同

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

系， 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

方向。

继往开来， 我们当以历史和辩证的

眼光看待过去 40 年，总结经验，加强交

流合作和沟通协调， 推动中美关系稳步

向前。

事实上，中美关系并非一帆风顺。40

年来，有关中国是“伙伴”还是“对手”、对

华应该“遏制”还是“接触”的争论在美国

国内从未停歇。 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

“压舱石”，一路走来也是充满波折：前有

“纺织品配额” 限制和 “最惠国待遇”审

查， 后有漫长艰难的中国入世谈判和近

期的两国经贸摩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尽管历经种种， 双边经贸联系反而越来

越紧密，“蛋糕”也越做越大。

还应当看到，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

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有很大不同， 两国

之间难免磕磕碰碰，产生矛盾分歧，但这

些问题 40 年前没有阻碍两国邦交正常

化， 如今也不该成为双边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的绊脚石。中美之间可以有良性、公

平的竞争，但须防范冲突对抗、两败俱伤

的危险局面。

2019 年 1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与特

朗普总统互致贺信， 热烈祝贺两国建交

40 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美建

交 40 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

历史性发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

益，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

要贡献。历史充分证明，合作是双方最好

的选择。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

阶段。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总结两国关

系发展经验， 落实好我们两人达成的共

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

的中美关系， 让两国关系发展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已届不惑

的中美关系虽面临波折和考验，但 40 年

来远超预期的互利共赢成果与日趋紧密

的民间交流交往足可证明， 推动中美关

系稳定向前仍是人心所向， 合作仍是两

国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

新华社记者 周效政
（新华社纽约 1 月 1 日电）

战事仍在进行，我驻叙使馆再次提醒———

新华社大马士革 1 月 1 日电 中国

驻叙利亚大使馆 1 日发布公告， 再次提

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叙首都大马士

革， 暂勿前往叙其他地区。

公告说 ， 目前叙利亚战事仍在进

行。 在伊德利卜、 拉卡、 哈马、 代尔祖

尔等地区， 叙政府军与恐怖组织及武装

反对派的军事冲突持续。 大马士革及其

他叙政府控制区屡遭空袭， 安全形势不

确定性较大。 公告还提醒已在叙中国公

民和确有实际需要赴叙的公务及商务人

员保持高度警惕， 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

准备， 如遇紧急状况， 及时报警并与中

国驻叙使馆联系。

公告强调， 鉴于上述地区的特殊情

况， 如中国公民在此提醒发布后仍坚持

前往， 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安全

风险 ， 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

效， 因协助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根据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 这次提

醒有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 2018

年 7 月， 中国外交部和驻叙使馆曾发布

谨慎前往大马士革、 暂勿前往叙其他地

区的安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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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首次近距离观测柯伊伯带小天体
新华社洛杉矶 1 月 1 日电 （记者谭

晶晶）经过近 13 年的太空穿梭，美国“新

视野” 号探测器 1 日近距离飞越太阳系

边缘柯伊伯带一颗昵称为“天涯海角”的

小天体， 完成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的一

次星际“邂逅”。

美国东部时间 1 日零时 33 分（北京

时间 1 日 13 时 33 分），“新视野”号以每

小时约 5 万公里的速度从距离 “天涯海

角”仅 3500 公里处飞过，向着更远的世

界展开探索。此时，“天涯海角”距太阳大

约 65 亿公里， 比冥王星还远约 16 亿公

里。 此次飞越是人类探测器第一次近距

离观测柯伊伯带小天体。

“天涯海角”编号为 2014 MU69。 据

估算，它的直径为 30 公里左右，体积不

到冥王星的 1%， 质量仅为冥王星的万

分之一。

美国航天局直播画面显示，在“新视

野”号团队的倒计时中心，数百人一起见

证“新视野”号邂逅“天涯海角”的历史性

瞬间，大家欢欣雀跃，共同分享“新视野”

号送上的 2019 年新年礼物。“新视野”号

首席科学家斯特恩说，“新视野” 号创造

了最远星际“遇见”新纪录。 这是一次既

“充满风险”又“信心满满”的飞越，这是

团队多年努力工作的最好成果。

“新视野”号探测器于 2006 年 1 月

发射升空， 旨在实现人类首次对冥王星

等柯伊伯带天体的探测任务， 寻找有关

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线索。 探测器上搭

载了 7 台探测设备，包括光学探测、等离

子探测、尘埃探测设备等。

2015 年 7 月 14 日，“新视野” 号近

距离飞过冥王星， 成为首个近距离探测

这颗遥远矮行星的人类探测器， 发回大

量珍贵照片和科学测量数据。自那时起，

“新视野”号一直在这个遥远区域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并准备奔赴与“天涯海角”

的“约会”。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边缘柯伊伯

带， 这里被认为隐藏着大量冰冻岩石小

天体，它们可能还完好保存着 46 亿年前

太阳系刚刚形成时的信息。

“一次性使用”当选《柯林斯》词典2018年度词汇

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不

断提升， 有关 “白色垃圾” 的探讨日

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交流和媒

体报道当中。 数据显示， 自 2013 年

以来， 用以描述那些仅使用一次就被

丢弃的物品的词汇———“一次性使用”

（single-use) 的出现频率提高了四倍，

使之成功当选为 《柯林斯 》 词典

2018 年年度词汇。

《柯林斯》 词典编写组长期对包

含 45 亿个单词的英语词汇库进行检

测， 并于每年年末遴选出过去一年里

使用频率和公众关注度最高的 “十大

年度热词”。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去年 11 月报道， 《柯林斯》 词典编

写组正式发布 2018 “十大年度热

词”， 其中 “一次性使用” 因为强调

了公众对此类产品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的高度关注， 成功当选为 2018 年年

度词汇。

“BBC 播出的纪录片 《蓝色星

球 II》 中， 信天翁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将塑料碎片当作食物喂给雏鸟， 促成

了 ‘一次性使用’ 这一词汇被频繁提

及， 使之最终当选。” 词典编写组表

示， “吸管、 饮料瓶、 包装袋等塑料

制品漂浮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 诸如

此类的画面触发了减少塑料使用的全

球运动。 我们监测到， 自 2013 年以

来， ‘一次性使用’ 被提及和使用的

频率提高了四倍。”

该词汇的当选恰逢欧洲议会以压

倒性的票数通过一项旨在全面禁止一

次性塑料制品的提案 。 这项被称为

“史上最严禁塑令” 的提案几乎囊括

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方方面面 ： 首

先， 从 2021 年开始， 欧盟范围内将

彻底禁止一切可选用纸板等其他替代

材料生产的一次性塑料制品， 包括塑

料餐具、 吸管、 气球杆、 棉花棒， 甚

至包括用可分解塑料制成的袋子和外

包装。

其次， 对于那些尚无理想替代材

料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如杯盖、卫生用

品等，欧洲议会也要求在 2025 年前将

它们的使用量减少至目前的 25%。

第三， 香烟制造商必须将香烟过

滤嘴中塑料的使用量在 2025 年之前

减 少 一 半 ， 在 2030 年 之 前 减 少

80％， 因为香烟过滤嘴中的塑料已被

证明是塑料废弃物中第二大宗的一次

性产品。

最后， 对于每年遗失或丢弃的含

塑料渔具 ， 成员国还需完成至少

50％的收集指标 ， 并确保到 2025 年

被有效回收的渔具达到 15％以上。

欧盟研究发现， 欧洲水域每年可

产生约 15 万吨的塑料垃圾， 其中约

有 800 万吨进入全球海洋。 该提案的

起草者、 欧洲议会议员弗德瑞克·黎

斯指出， 若不及时对塑料垃圾加以限

制和处理， 那么到 2050 年， 海洋中

的塑料将比鱼类还多。 “我们对一次

性塑料立下了最具雄心的法案， 这对

于保护海洋环境及降低欧洲塑料污染

相当重要。 我们预计， 塑料造成的环

境破坏成本在 2030 年将达到 220 亿

欧元。” 黎斯说。

除了 “一次性使用”， 还有一个

与环保相关的词汇 “plogging” 入选

《柯林斯 》 词典 2018 “十大年度热

词”。 “plogging” 由瑞典语中 “捡垃

圾 ” （plocka） 和 “慢跑 ” （ jogga）

两个单词合并而成， 指代的是在斯堪

的纳维亚国家流行的边跑步边捡垃圾

的行为。

2016 年 ， 常年居住在小镇的瑞

典人埃里克·阿尔斯特伦决定搬回首

都斯德哥尔摩居住， 却被 “像垃圾场

一样的 ” 城市环境吓了一大跳 。 于

是， 热爱慢跑的阿尔斯特伦带上手套

和垃圾袋 ， 开始尝试边跑步边捡垃

圾。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他

们打开垃圾袋比谁的收获最多， 并将

“晒垃圾 ” 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

Instagram。 带有 “plogging” 标签的

帖子被网友热转 ， 包括 BBC、 《卫

报》、 《华盛顿邮报》 在内的知名媒

体争相报道 ， 纷纷为其点赞 。 一时

间 ， “ plogging” 运 动 风 靡 全 球 ，

“plogging” 一词也不出意外地获得了

《柯林斯》 词典编写组的关注。

普京：呼吁俄罗斯人民
团结一心

2018 年 12 月 31 日，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 2019 年来临之际， 通过电视

向俄罗斯人民发表新年贺词。

普京首先与大家分享新年带来

的喜悦。 他表示，辞旧迎新之际是人

们结束过去一年工作、明确未来计划

的时间。 我们怀着激动和期盼等待新

年的到来， 看着孩子们喜悦的眼神，

感受着阖家团圆带给父母、祖辈们的

欣喜 ， 每个人的内心充满温暖和期

待，这是新年的魔力及其带来的内心

喜悦。

普京呼吁俄罗斯民众，只有通过

团结、奋斗才能达成目标。 他在贺词

中强调 ， 人们在新年夜许下美好愿

望 ，希望得到好运和成功 ，但是我们

清楚地知道， 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

祖国的成就， 只有通过个人的付出、

共同的努力才能实现。

普京表示 ， 俄罗斯政府当前的

主要任务 ， 是让所有俄罗斯公民都

能在新的一年感受到生活在向好的

方向转变 。 他说 ， 政府需要致力解

决在经济 、 科技 、 卫生保健 、 教育

及文化领域中面临的诸多迫切问题，

主要任务是逐步提高民众福利和生

活质量。

普京呼吁俄罗斯人民 ， 只有通

过团结和不断地工作才能实现目标，

他强调 ， “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不会

有帮手 ， 重要的是要凝聚成一个团

结的 、 强大的集体 。 友谊和美好希

望 ， 现在和未来凝聚着我们 ， 并将

帮助我们不断去工作 ， 去实现我们

共同的目标。”

安倍：彻底解决战后外
交遗留问题

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首相官邸网站发表了新年贺词 ，称

2019 年为“开拓日本未来之年”。安倍

在讲话中，首先突显自己再次执政以

来所取得的政绩。 安倍称，经过 6 年

来的努力 ，日本经济复苏 ，年轻人就

业率达到史上最高水平。 中小企业员

工的收入增长率达到了过去 20 年来

的最高值，农业生产所得也保持在过

去 19 年来的最高阶段。

安倍在讲话中称，政府今年将全

力应对少子老龄化这一日本社会最

大课题。 安倍称，今年秋季日本将实

施免费幼儿教育制度，政府决定大力

投资日本未来的儿童，全力推动社会

保障制度朝着从儿童、壮年以及老年

等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安心生活的

全覆盖式制度转型。

对于日本外交 ， 安倍在讲话中

称 ，随着美朝首脑实现会谈 、日俄和

平条约谈判的推进以及日中关系新

阶段的到来，日本政府在此国际形势

发生重大转变之时，果断推进彻底解

决战后外交遗留问题的进程。 今年日

本将承办 G20 大阪峰会，届时日本将

迎来世界各国领导人，这将是日本非

常光荣地站立于世界舞台中央之年。

今年 5 月， 日本将进行皇位继承，迎

来历史重大转折点。

分析人士认为，积极推进解决二

战遗留问题的进程 ， 是安倍执政以

来，努力实现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外

交政策之一。 在经历修复对韩关系、

改善对华以及东南亚各国之间关系

的基础上 ，解决 “北方领土 ”问题 ，进

而突破对俄关系成为安倍今年外交

的重点。 此前，安倍已经决定于 1 月 21

日访问俄罗斯，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

会谈。 有消息称，安倍将借访俄之机，加

快日俄谈判步调， 与普京详细讨论缔结

和平条约的相关事宜。

默克尔：坚定捍卫多边机
制和国际合作

2019 年伊始，德国总理默克尔如期

为民众送上了新年讲话。 2018 年，无论

是对于默克尔本人还是对于德国而言，

都不平凡。一个以稳定著称的国家，一位

以稳健著称的领导人， 在过去的一年中

都遭遇了前所未有有的冲突和动荡。

纵观默克尔的新年讲话， 对于多边

机制和国际合作的捍卫贯穿始终。 默克

尔展示了德国宇航员亚历山大·格斯特

从国际空间站发回的照片， 指出地球正

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

移民调控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

在她看来， 只有充分将他人利益考虑进

来，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默克尔谈到， 国际间的跨界合作正

面临压力而不再具有确定性， 而这是人

们从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

训，如今这个信念不再为所有人认同。媒

体普遍认为， 默克尔的这一段表述明显

针对美国政府近年来愈发明显的孤立主

义倾向。默克尔还谈到德国从 2019 年

的第一天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 德国将继续加大人道主义救

援及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并增加

国防开支，致力于使欧盟变得更强大、

更有决断力。 默克尔向本国人民发出

呼吁， 在 5 月份的欧盟选举中投出正

确的一票， 使欧盟在未来也能继续是

一个“和平、富裕和安全的项目”。

除此之外， 默克尔还为自己辞去

联盟党党主席的行动做出了辩护，默

克尔表示， 无论过去这一年如何差强

人意，她的这一决定与此无关。 她说，

任期已历 13 年，理由已然足够。

：新华社平壤 1 月 1 日电 （记者

程大雨 江亚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 1 日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实现朝鲜半

岛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意志， 并表示愿

意进一步发展朝韩、朝美关系。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金正恩

新年贺词讲话视频， 金正恩在谈及北

南关系时表示， 希望以去年朝韩关系

发展中取得的宝贵成果为基础， 今年

在为实现北南关系发展、 和平繁荣和

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更大进展。

他强调， 不应再举行与外部势力

的联合军演， 应停止向朝鲜半岛引入外

来的战略资产等战争装备。 应在停战协

定当事各方的紧密联系下， 积极促进多

方会谈， 推动朝鲜半岛当前的停战体制

向和平体制转换。

金正恩说， 朝鲜有意在无任何前提

条件或代价下， 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和金

刚山旅游。

在谈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关系

时，金正恩表示，为建立两国间新关系、

构筑半岛永久和平机制， 实现半岛完全

无核化是朝鲜党和政府不变的立场及其

本人的坚定意志。为此，朝方宣布不再

制造或试验核武器， 不使用或扩散核

武器，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举措。如果

美方能对朝方的先行主动举措以相应

的值得信赖的举措作出回应， 两国关

系将更好更快地前进。

金正恩表示， 他随时准备和美国

总统再次举行会谈。 如果美国不遵守

承诺，误判朝鲜人民的耐心，依然对朝

制裁施压， 那么朝鲜也将可能不得不

为自身主权和最高利益、 为实现朝鲜

半岛和平安全而“寻求新路”。

上图 ： 1月1日 ，

在法国巴黎， 迎新年

烟花在凯旋门上方绽

放。

左图：1月1日，在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

一名女子在新年钟声

敲响后自拍。

均新华社发

英国西南新闻社(SWNS)近日从2018年发布的15万多张照片中筛选出100

张最佳图片。这张照片揭示了海洋污染的紧迫性：一位英国工程师在印尼蓝梦

岛海岸附近拍摄到海水里全是瓶子、包装纸和袋子。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