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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太平洋潮起潮落，见证风云

变幻、世事沧桑。伴随世界经济重心逐

步东移，亚太地区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

目光。

11月中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七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泰国曼谷举行。各相关国家和经济

体领导人及代表纷至沓来，全球治理的

“亚洲时刻”举世瞩目。

自北京一路向南，飞越阡陌湖海，飞

至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处的巴厘

岛，再径直北上，飞抵中南半岛泰国湾畔

曼谷……

结束二十国集团峰会日程后，习近

平主席开启“曼谷时间”，17日至19日，

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专机抵

达，东道主泰国总理巴育在舷梯下热情

迎接。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近3年来习

近平主席首次线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习近平主席作为

国家元首首次访泰。三天两夜，约50个

小时，10余场活动，双边与多边密集穿

插，深化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合作、完善

全球治理同步展开。曼谷之行，习近平

主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为

中泰友好合作擘画未来蓝图，为亚太共

同发展指明前行方向，为地区和世界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强劲信心与动力。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中国元首

外交在国际舞台的精彩亮相，开启中国

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的

新征程。

聚焦亚太
培育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花

渐入凉季的曼谷，阳光灿烂。国家

会议中心玻璃巨幕上，“APEC 2022”的

字样熠熠生辉。18日上午，亚太经合组

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

拉开大幕。

会旗飘扬、喷泉欢腾，会议中心前一

座合十礼造型的金色雕塑展现着“微笑国

度”的友善好客。一辆辆专车接踵而至。

9时30分许，习近平主席抵达会议

中心。一层新闻中心实时直播，各国记

者紧盯屏幕，不少人赶忙拿出手机录影

拍摄。

习近平主席健步走来，巴育总理热

情迎接。握手、合影、挥手致意，两位领

导人留下珍贵的“APEC瞬间”。

深蓝色背景板上，以泰国传统竹编

器皿“插隆”为设计原型的会标格外醒

目。蓝、红、绿三色竹条分别代表“开放”

“联通”“平衡”，共同组成此次会议的主

题。彼此交织的竹条形成21个开口，代

表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

时隔4年，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

导人再度线下聚首，是备受瞩目的全球

大事。

从国际和地区形势看：世界进入新

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格

局演变叠加，冲击亚太地区发展环境和

合作架构。

从亚太的体量和分量看：占世界人

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

易总量近一半，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活

力的增长带。

“世界又一次站到十字路口。世界

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我们必须给出

答案。”习近平主席一语道明此次会议肩

负的重任、承载的期盼。

国家会议中心二层全会厅，洁白的

蝴蝶兰清雅馨香。习近平主席同巴育总

理一起步入会场，亚太各经济体领导人

围桌而坐，举行第一阶段会议。按各经

济体英文名首字母顺序，习近平主席第5

位发言。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建设和平稳定

的亚太”“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

的亚太”“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

美丽的亚太”“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

相助的亚太”，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关于

亚太未来发展与合作的重大主张，为亚

太经合组织树立起共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再创区域合作新辉煌的行动路标。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从2013年强调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

体意识，到2014年倡导共建互信、包容、

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再到2019

年提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

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从2021

年阐述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四项重点工

作，到此次会议提出建设关于亚太未来

发展与合作重大主张，中国始终高举构

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亚太合作

方向。

“遇到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寻求最大

公约数”“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亚太自由

贸易区”“加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维护亚太经合组织在区域合作中的主

渠道地位”……一项项理念主张直面区

域合作、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切中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

重的症结所在，掷地有声的话语，引发强

烈共鸣。

位于曼谷市中心的安蒂尼酒店熙熙

攘攘，来自亚太地区域内外商界精英汇

聚一堂。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前一

天，习近平主席应邀在亚太经合组织工

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的书

面演讲。

峰会会场三层水晶厅外，长方形展

台前人头攒动。展台上摆放着习近平主

席演讲稿中英泰3个语种版本。有的代

表用手机将演讲稿一页页拍摄下来，有

的代表每个语种版本都取走一份，有的

代表拿到演讲稿后迫不及待边走边读。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也用自身

发展回馈亚太、造福亚太。”眼前这一幕，

是各方各界期盼中国为亚太经济合作指

明方向、贡献力量的真实写照。

两个维度，启迪人们对亚太合作进

行新的深入思考。

一是历史之维。“鉴往事，知来者。”

习近平主席强调，需要坚守“走和平发展

之路”“走开放包容之路”“走和衷共济之

路”的初心。

二是未来之维。如何因应时代挑

战，共同开拓发展新局面？习近平主席

提出六点建议：“筑牢和平发展的根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打造

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实现更高层次的

互联互通”“打造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

链”“推进经济优化升级”。

“亚太地区不是谁的后花园，不应该

成为大国角斗场。”“任何搞‘新冷战’的

图谋，人民不会答应，时代不会允许！”

“阻滞甚至拆解亚太地区长期形成的产

业链供应链，只会使亚太经济合作走入

‘死胡同’。”……一句句时代箴言切中肯

綮、发人深省，被全球媒体敏锐捕捉，争

相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级最

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

制，也是亚太各方碰撞观点、交流思想、

形成共识的对话平台。19日上午，各经

济体领导人再次走进会场，围绕“可持续

贸易和投资”议题，展开第二阶段会议的

讨论。

习近平主席提出三个“坚持”：“要坚

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要坚持普惠包容，实现互利共赢”“要坚

持开放区域合作，共促亚太繁荣”。“开

放”“包容”“多边主义”，中国理念中的这

些关键词，得到与会者广泛认同。

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在

中方积极推动下，曼谷会议发表了《2022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和《生物循

环绿色经济曼谷目标》，体现中国关于共

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等政策

主张。

湄南河畔的海军会议中心，二层宴会

厅洋溢着热烈氛围。17日晚，“亚太大家

庭”成员领导人在此欢聚。透过落地窗远

望，河面波光粼粼，一只巨大荷花灯盛情

绽放，寓意亚太稳定繁荣的美好未来。

“泰国有句谚语：‘撒什么种子结什

么果。’我们已经共同播下布特拉加亚愿

景的种子，应该精心栽培、共同呵护，培

育亚太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花！”习近平主

席说。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

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未来可期。

从曼谷，亚太合作重整行装再出发。

深耕周边
让“中泰一家亲”好上加

好、亲上加亲

周边，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

之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之首要。9

月的中亚之旅刚过不久，中国元首外交

再度落子周边。

时隔11年再次踏上泰国的土地，

“中泰一家亲”的浓浓情意扑面而来。

威严的礼兵持枪伫立，身着传统服饰

的当地青年夹道欢迎，从曼谷机场至下榻

酒店，摩托车队一路护卫。一面面如火焰

般跃动的鲜艳国旗，一幅幅洋溢着“中国

红”的巨幅标语，一浪浪“习主席好！”“欢

迎习主席！”的热情欢呼……地缘相近、文

化相通、血脉相连，亲密友好的邻邦以高

规格礼遇迎接习近平主席来访。

这是一场期盼已久的访问。习近平

主席抵泰前夕，泰国最有影响力的英文

报纸《曼谷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

平访问泰国：东方风来》的评论文章，表

达对访问的殷切期待：“泰中关系已经成

熟，做好了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准备。”

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

特殊的安排彰显特殊的情谊。

18日晚，夜幕下的大王宫灯火璀璨，

将泰式、欧式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的主殿

节基殿开门迎宾。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

丽媛步入正殿，哇集拉隆功国王、素提达

王后及希里婉瓦丽公主热情迎接。落座

内厅，继续交谈，习近平主席对哇集拉隆

功国王说：“欢迎国王和王室成员多来中

国走一走，看一看。”哇集拉隆功国王表

示：“我曾多次到访中国，亲身领略了中

国的大好河山、活力魅力和发展进步。

我期待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

为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访，泰方成立

接待委员会，巴育总理任命副总理兼外

长敦担任委员会主席，文化部部长伊提

蓬为陪同团长。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闭幕后，巴育总理立即转场总

理府，在那里迎候中国贵宾。椰影婆娑，

芳草茵茵，红色长毯从总理府庭院入口

一直铺展至进门台阶，三军仪仗队整齐

列队行注目礼，中泰两国国旗迎风招展，

气氛热烈庄重。

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往、多走动。亚

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二十国集团杭州

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框架下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系列中国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巴育总

理皆应邀出席。新冠肺炎疫情后，两位

领导人以通话、信函等方式保持沟通，去

年以来，还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峰会、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上“隔屏”见面。

总理府帕迪博丁楼会谈厅，时隔3年

多，习近平主席同巴育总理再次面对面会

谈。从中泰传统友谊到双边务实合作，从

“中老泰联通发展构想”到中国与东盟

“五大家园”建设，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两位领导人深入交流，话题广泛。

习近平主席此前就以“基础深厚、潜

力很大”形容中泰关系。在两国建立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的特殊年

份，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中泰关系又向前

推进了一大步。

访问期间，中泰双方发表和签署的3

份文件，分量格外地重。

一份联合声明，关于中泰命运共同

体。习近平主席同巴育总理举行会谈，

双方共同宣布，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

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并就此

发表联合声明，赋予“中泰一家亲”新的

时代内涵，中泰关系迎来更加光明的发

展前景。

一份行动计划，关于中泰战略性合

作。“绿色”的新能源，“金色”的农产品，

“白色”的医疗卫生，“蓝色”的海洋合作，

“无色”的数字经济……中泰合作可谓

“五彩缤纷”。这份行动计划，着眼未来5

年，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等各个领域，中

泰合作的美好未来令人期待。

一份合作规划，关于共建“一带一

路”。数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曾率船队沿

湄南河逆流而上，在当时泰国都城大城

留下脍炙人口的丝路佳话。从历史走进

现实，中泰携手谱写共建“一带一路”的

时代新篇。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指出，

要有效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成效。

此次访泰，习近平主席为巴育总理

带来两件特别的礼品。

一件是“复兴号”动车组模型，承载中

泰友好合作升温提速、行稳致远的美好寓

意。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巴育总理共

同关心和亲自推动下，中泰铁路建设稳步

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的大图景呼之欲出。

作为中泰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

泰铁路这条泰国首条标准轨高速铁路，使

用的正是中国标准“复兴号”动车组技

术。访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推

进“中老泰联通发展构想”，实现中老铁

路与泰国铁路系统互联互通。

一件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

第四卷英文版。巴育总理多次向内阁成

员推荐这套书，希望他们从中汲取治国

理政的中国智慧。此次会谈，两位领导

人再次谈到减贫发展经验交流，谈到中

泰扶贫合作。收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这份礼物，巴育总理十分高兴。

《天路》《茉莉花》《浏阳河》……总理

府和平友谊楼宴会厅，一首首耳熟能详

的中国歌曲在会谈后的宴会上响起。主

宾畅谈，举杯相祝，“中泰一家亲”好上加

好、亲上加亲。

胸怀天下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

整体进步作出中国贡献

自古以来，亚太就是多元文化共生

之地。在这片广袤地域，不同民族、不同

国家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书写

着各自精彩的发展故事。在“亚太奇迹”

的大合唱中，“中国奇迹”无疑是最振奋

人心的乐章之一。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

间，各国领导人同习近平主席会面时，纷

纷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祝贺中共二十大圆满成功，祝贺新时

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一举

一动牵动着世界的目光。党的二十大圆

满落幕后中国元首外交的繁忙程度，从北

京到巴厘岛再到曼谷，一路延续。“中国式

现代化”成为国际社会读懂新时代中国的

关键词，也成为东南亚之行这两大国际会

议会场内外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

——“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

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

亿。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

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 下转第三版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同世界相互交融相互成就

世界正在见证新的历史。

这是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主席首次

出席多边峰会，地点在距离北京万里之

遥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东道国颇具影响的《雅加达邮报》有

篇文章说，习近平主席此行已成为二十

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的焦

点，世界各国领导人争相与这位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领导人面对面沟通交谈。

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山一程、水一

程，开启了她走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中国的世界观、世界的中国观，共同交汇

书写新的故事。

2022年11月14日至17日，举世瞩

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峰会会场中国主张

和中国方案，一个下午连续七场双边会

见……占全球2/3人口、近90%生产总值

的世界重要经济体领导人，在全球的聚

光灯下。他们走进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

会见厅，讲述和中国的故事。

峰会第三阶段会议结束后，习近平

主席回到下榻饭店。他的老朋友，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之赶来。这场延长

到近一个小时的会见，也是读懂中国、思

考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们是今年2月份见过以后，到现

在时间实际上不长，但是不长的时间内，

这个世界可又发生了不少事情啊。而且

有些事情是重大事件，是一些重大变化。”

审天下之时，度微末之势。习近平

主席辩证指出“两个看到”：“要看到世界

上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

理赤字都在加重，更要看到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总是不可阻挡”。

当此时刻，世界何去何从，中国何去

何从。

大道之行，行稳致远。中国肩上扛

着大国担当：“我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

为重，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特别是大国

应该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多为这个

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

世界，正深刻感知一个古老而现代

的中国澎湃的活力和动力，深刻感知她

给世界注入的信心和力量。

抵达之后
两个大国的对话

习近平主席曾经形容，二十国集团

就宛若一座桥，让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

了一起。

这些天的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

来自四面八方的专机整齐列队；海风轻拂

的街道上，插着国旗的车队疾驰而过。

习近平主席下榻的穆丽雅饭店，成

为一个焦点。

被称为“可能全世界的关注度都是最

高的”中美元首会晤，如约拉开了帷幕。

窗外的晚霞从海平面上缓缓褪去，

宽广的海洋连接着地球上的两个大国。

17时36分，两国元首几乎同时走进

镜头。从左右两侧，走向彼此。拜登总统

看到和习近平主席还有段距离，微笑着甩

开臂膀跑了几步，现场记者一片惊叹。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历史的瞬

间，就此定格。

世界期待这一幕。在双方交往的艰

难时刻，各方关注这次会晤能否成为转

圜契机，瞩目由此牵动的全球脉动。

走向会见厅的途中，两国元首不时

轻声交谈。现场快门声响成一片。

一落座，拜登总统首先致开场白。

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他记忆深刻：“我

是副总统您是副主席的时候，我们曾经

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多年来都有非

常好的对话。”

会见厅内气氛友好，话题逐渐走向

深入。拜登总统主动谈到了“管控分

歧”：“作为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有共

同的责任，要展现美中两国可以管控分

歧，防止竞争成为冲突。同时找到方式，

在紧迫的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

习近平主席一席话，言简意赅：“我

们上次见面是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5

年多了。你上任以来，我们通过视频会

晤，通过通信通话，一直保持着沟通。今

天我们实现了面对面的会见。”

面对面，殊为不易。两个大国的关系

近些年来阴雨连绵，再加上疫情影响，两

国元首有三年多时间没有面对面会晤了。

把时间的镜头再拉长。从接触、建

交到如今走过50多年，一路披荆斩棘，

一路风雨兼程。习近平主席感言：“我们

可以说，有得有失，也就是有经验有教

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就是以

史为鉴、面向未来。”

拜登总统专注倾听，不时低头记录。

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中

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我们能起到一个

把舵定向的作用，应该为两国关系发展

找到正确方向，而且推动中美关系向上

提升。政治家要思考和明确的就是本国

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要思考和明确同

他国、同世界的相处之道。”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习近平主

席曾借此形容中美关系。“中美这么两个

大国，没有一些大的原则性共识是不行

的。有了原则，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

能妥处分歧、拓展合作。”

寥寥数语，方向已然明确，就是要找

到正确相处之道，“不偏航、不失速，更不

能相撞”。这一想法得到了拜登总统积极

回应。两国元首在会晤中共同探讨确立

中美关系指导原则，也就是战略性框架。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台湾问题。习

近平主席语气严肃地给出定位：“台湾问

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

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

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拜登总统就此表明立场和态度：“美

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利用

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希望看到

台海和平稳定。”

此前，他多次向习近平主席表态“四

不一无意”。细致观察此次会晤，信号更

为积极。有媒体将美方立场概括为“五

不”“四无意”：

“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

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

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

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

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

行动力，中美关系的关键。习近平主

席一再强调：“美方应将有关承诺体现在

具体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希

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两国元首商定，责成两国工作团队及

时跟进和落实达成的重要共识，采取切实

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展轨道。

20时48分，会见厅的玻璃门打开了，

拜登总统缓步走出来。3个多小时的会

晤，远超预期时长。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

上，他的一席话，传递了会晤的多项成果：

“竞争不应转向冲突”“保持开放的沟通渠

道”“我绝对认为不需要进行‘新冷战’”。

尽管仍要观察后续，但毫无疑问，巴

厘岛的这间会见厅，将中美关系的指针拨

到了新刻度。而这一基调，为第二天开幕

的巴厘岛峰会也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外媒争相聚焦，有乐观预期，也有谨

慎观望。现年99岁的美国战略家基辛

格，亲历了中美关系风风雨雨，坦言“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他毫不掩饰对这

次会晤做“架桥”努力的称赞：“至少大门

已经打开。”

峰会期间
两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的讲话

峰会召开前夕，印尼的喜悦中难掩

担忧。总统佐科谈到了此次峰会之艰

难，印尼报纸标题直抒胸臆：“来巴厘岛

请不要只是奔着吵架”。古特雷斯也向

记者们表示，本届峰会的召开时值“世代

以来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

一个大背景是“大家日子都不好

过”。世界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就没太缓过劲来，一度微现的复苏

势头又受挫。一场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

病大流行，无疑雪上加霜。超过百万人

失去生命，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社会民生

遭遇重创。

因此，巴厘岛峰会的主题定为“共同

复苏、强劲复苏”，并把当前最紧迫的三

件事作为峰会三个阶段的议题，分别是

粮食和能源安全、卫生、数字转型。

关键是找到病灶、开出药方。

15日上午，凯宾斯基饭店。峰会迎接

仪式结束后，第一阶段会议拉开了帷幕。

世界渴望倾听中国声音。《共迎时代

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习近平主席的发

言，蕴含着强烈问题导向，昭示了凝聚共

识的愿景期许：

“面对这些挑战，各国要树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

容代替排他，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

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共渡难关，共

创未来。”

第二天，第三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

席围绕数字转型议题作专题发言。也正

像前一天，与会外国政要在随后的发言

中，不时引述或呼应他的观点。

两场讲话，“零时差”直抵全球。世

界从丰富信息里去读懂中国的所思所

想、所行所盼。

回望新时代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方

案，始终超越全球市场短期的起伏波动、

国际关系短期的沟沟坎坎，登高望远。

此次峰会讲话所彰显的两个视角，也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脉相承的坚守。

一个视角，聚焦发展。

2016年的杭州峰会，当中国首次领

衔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时，第一次把

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

位置，引领意义历久弥新。

5年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发展

倡议问世，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能。

此次峰会，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倡

议，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

的全球发展。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会后评论这三

点倡议：“为世界经济复苏指明方向。这

是中国为G20、地区乃至世界作出的巨

大贡献。”

纵览全球，发展事业受挫，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严重滞后。有的国家

仍固守冷战思维，或者只见“物”不见

“人”、更不见“人民”。

“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

视发展问题。”“不应该以邻为壑，构筑

‘小院高墙’，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切中肯綮。在挑战叠

加、危机四伏的当下，他提出了“建设全

球经济复苏伙伴关系”这一概念，期待凝

聚复苏的团结力量，引发全球关注。

西方学者称赞：“习主席在G20峰会

上展现了一个理性、负责任处理全球问

题的中国形象。”

另一个视角，聚焦发展中国家。

这些年，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多次在国际场合亮明立场：“要理直

气壮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

细读两篇讲话全文，处处着眼于发

展中国家的诉求和期盼。说到日子不好

过，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中国家首当其

冲”；谈到建设全球经济复苏伙伴关系

时，他呼吁“始终想着发展中国家的难

处，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

粮食、能源、债务，危机重生，对发展中

国家来说尤为迫切。习近平主席带来的中

国方案，有着行稳致远的中国举措、商量着

办的中国方式、言出必行的中国行动。

“中方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

团。”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仗义执言。塞

内加尔总统萨勒在随后会见时，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感谢中方为塞方和非洲国

家提供的宝贵帮助，并第一个公开支持

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倡议。”

16日下午，巴厘岛峰会宣言出炉，令

很多人深感意外和惊喜。却也从另一个

侧面深刻佐证，今天的世界对团结合作、

稳定复苏的强烈渴望。

中国声音融入峰会宣言的字里行间。

比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新助力”“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

义”。次日，这些主张写入宣言：“支持在

2030年前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

通过重振多边主义应对发展挑战。”

再比如，宣言强调：“各国认识到数

字互联互通以及打造有利、包容、开放、

公平和非歧视的数字经济的重要性。”这

同习近平主席在前一天讲话中的倡议高

度吻合：“期待同各方一道营造开放、公

平、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今日之中国，在动荡的时代里坚定不

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见者远、闻者彰。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听了峰会讲话，

感言：“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倡导团结合

作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

发展，我完全赞同。中国始终是国际秩

序的稳定力量。”

双边时刻
两个不忘初心的话题

“主席你好吗？”法国总统马克龙15

日一早就到了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饭店。

习近平主席站在国旗前微笑着迎接

他：“很好，我看你也很好。”

马克龙总统大步走上前，伸出手：

“我很高兴再见到您。”

多边舞台上的双边时刻，总有很多

精彩瞬间。

当天下午，荷兰首相吕特走进会见

厅，微笑着说：“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见面。”

习近平主席答得亲切：“见缝插针呐。”

峰会日程紧凑。15日，8场双边会见

密集展开。16日峰会闭幕，习近平主席

当天的会见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钟。

国旗有序更换，会见厅的大门开开

合合。巴厘岛的双边时刻，既有搬不走

的邻居，也有与中国距离最远的国家。

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朋

友伙伴，留下了关于国与国之间如何相

处的答案。

有的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新朋友。比

如，韩国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

巴尼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得益于此

前的通话，有些一见面并不陌生。

有的是一年内已经两次见面的老朋

友。比如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今年2

月到访北京，这次又同习近平主席在巴

厘岛相见。今年7月佐科总统访华，时

隔几个月后双方相聚印尼。

峰会期间，一位位新朋老友不时走

过来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寒暄。双方互致

问候，表达了疫情期间不能多见面的遗

憾，也期待着随着疫情好转更加深入地

交换看法。

今年、明年，恰逢中国同不少国家迎

来建交“逢十”周年。

会见厅里，人们一次次推开历史的

厚重大门。双方领导人谈起建交初心，

察往知来。

“明年是中西建交50周年，我也常常

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同西班牙首相桑

切斯会见时，习近平主席抚今追昔：“半个

世纪以来，中西关系健康顺利发展，根本

在于双方秉持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建

交初心，坚持走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国家

友好相处的正确道路。”▼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席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时间

行 大 道 的 中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