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外媒看中国

2017 年 7 月 17 日
责编：严 瑜

星期一

邮箱：guojihwb@126.com

中国影响在海外

国际舆论热议“砥砺奋进的五年”⑥

中国方法启发世界
本报记者

严

瑜

国际论道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仅有鲜明的理论观点、
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科学方法运
用于中国的内政外交之中，取得的成绩令世界惊叹。作为“国际舆论热议‘砥
砺奋进的五年’”系列的最后一篇，本期选取了国际舆论颇为关注的 3 个关键
词：
“战略思维”、
“问题导向”、
“科学统筹”，讨论中国方法带给世界的启发。

战略思维：
高瞻远瞩，应对挑战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大
卫·兰普顿撰文称，在改革开放近 40 年之后，
习近平开启了新时代的新议程，他所面临的许
多困难一点也不亚于过去。用怎样的方法应对
挑战？大卫·兰普顿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必须
具有解决时代重要挑战的战略眼光。这种战略
眼光能够凝聚和激励人民群众更快地战胜挑
战。”
事实上，中共十八大以来，无论是推动国
内发展，还是建立国际合作，中国领导人高瞻
远瞩的战略思维始终令世界瞩目。
在 2014 年 8 月 20 日举行的纪念邓小平同志
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
“ 战 略 问 题 是 一 个 政 党 、一 个 国 家 的 根 本 性 问
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
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作为新形势下中共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总体

框架，“四个全面”一直是外媒热议的关键词。
美国 《纽约时报》 曾刊文指出，从中共十八大
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中共十八届四
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中共十八届六中
全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清晰展现。
还有一些舆论观察者则从中国近年来关于
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勾画中，以小见大，窥探
并感叹中国领导人的战略高度。
2014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重点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对此，新加坡 《联合早
报》 刊文指出，作为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三大重点，这三者有的涉及国内市场和资
源的整合，有的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的整合，是前无古人的大战略。

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这是中
共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习
主席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2016 年 4
月，习主席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作出重要指示时就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学
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
其实，早在 2013 年初，一些敏锐的外媒就
发现，当时中央领导的一系列讲话已经传递出
空前的紧迫感、忧患意识以及坚定的改革决
心。西班牙 《国家报》 认为，中共领导人深知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必须推行改革。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5 年来，中国之所以能
够在各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能够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比如治党。5 年来，中国反腐之风劲吹，震
动世界。外媒认为，中国铁腕反腐，正是因为

问题导向：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全球
影响力与日俱增。习主席以战略思维和全
球视野，多次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5 年来，中国对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的科学统筹同样赢得世界点赞。
科学统筹、兼顾内外的方法在中国经济发
展中尤为突出。
2015 年 11 月，习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
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
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
发展“快车”、
“ 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周边。2017 年 1 月，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
上，习主席再次表示，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
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便车”。
俄罗斯卫星网刊文直言，中国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贡献，比那些发达国家可能的贡献总和
还要高出 50%。无论如何，中国都是带动全球
增长的最大动力。
“目前中国自己成为了一辆便车，世界各国
都想搭上中国这辆便车。”《联合早报》 也刊文

认清问题的根源与危害。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
言报》 称，对于中共领导人而言，反腐运动事
关中共生死存亡。
韩联社也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指
出，全会重点强调了“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
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体现了对反腐问题的
高度重视。
又比如治国。在 2015 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后，中国政府发布报告称，
“要开展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外媒
纷纷表示，中国打响了供给侧改革攻坚战，而这
一战的矛头直指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痼疾。
美国 《华尔街日报》 认为，中国领导人通

科学统筹：
兼顾内外，普惠全球
称，如果说世界经济的第一次中国机会源于中
国的引进来政策，那么，第二次中国机会则源
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依靠走出去，中国正在
成为全球最大的买家和投资资本输出国，由此
将推动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推动美国与西方国
家经济的再振兴。
国际舆论认为，在脱贫“攻坚战”中，中
国同样不只关注国内贫困人口的减少，也始终
致力于全球减贫事业，贡献卓越。
《纽约时报》 刊文称，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
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
发 展 中 世 界 的 极 端 贫 困 人 口 从 1990
年的 47%变为 2015 年的 14%，完成了
“到 2015 年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例
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其
中，中国做出了最大贡献。

在马尔代夫，世界首座建在珊瑚礁上的跨海大桥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中。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项目，中
马友谊大桥连接首都马累和机场岛，使天堑变通途。图为马
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首个墩身成功浇筑。
新华社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
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
战略，也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香港 《文
汇报》 援引专家分析指出，该新机构的设
立体现出中共新领导层具有强烈的战略思维和
忧患意识，是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挑
战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外媒看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政治舞台
同样善用战略思维，运筹帷幄。
早在 2013 年 5 月，拉美社就关注到，中国
新一届政府在组建短短几个月内便开始与俄罗
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印度、巴基斯
坦、瑞士、德国等多国的高层接触。该社引述
专家的分析指出，这似乎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全
面战略外交的新时代。
如今，这样的想法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
多的认同。《联合早报》 引述专家分析称，已然
成型的“习式外交”拥有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口
号，并且主动提出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些构想。
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对外展现了大局观，表达
了与其他国家共同设计规则的意愿。

过的新经济蓝图，重点要解决的正是工业产
能持续过剩和房地产市场库存过高等困扰中
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为了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国最高
领导层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
板、降成本这五大发展着力点。”拉美社认为，
正是由于找准问题，推行供给侧改革，中国经
济在此后几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公会首席执行官亚力
克斯·马利也在澳媒刊文称：“我在中国看到了
一个以坚定决心推进雄心勃勃改革计划的政
府”，“这是澳大利亚可以学习的榜样”。在他看
来，中国经济从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的转
变和大规模反腐都值得书写并得到认可。此
外，推动供给侧改革，鼓励创新和提升制造
业，这些也都值得关注。而这些成绩的背后，
正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 （蒙内铁路） 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正式通车运行。蒙内铁路运营公司称，首周，近
1.2 万人体验了“中国速度”。图为日前在肯尼亚内罗毕，乘务人
员在内罗毕火车站迎接旅客。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自 2014 年 11 月 18 日“义乌至欧洲”中欧班列全线开通以来，截至
今年 3 月底，
“义乌至欧洲”中欧班列已往返运行 131 列。图为 2017 年 4
月 15 日，X8024 次中欧班列从浙江义乌西站开出，将由新疆阿拉山口
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至西班
牙马德里，全程 13052 公里，运行时间约 18 天。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也
在日前举行的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上称赞
道：“中国在完成自身目标的同时，还使很
多国家通过南南合作项目从中国的发展中
受益，这一点尤为可贵。”
“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完美体现了中国领
导人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眼光与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全世界不同
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共
同努力推动共同发展，解决贫困。尤其是推动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这一决定，能够
帮助那些在财政上有困难的国家获得社会经济
发展、基础设施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老挝国会
主席巴妮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内外统
筹，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推动减贫发展。

专家
解读

中国援建的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教学楼总建筑面积约 2000
平方米。该项目完善了喀布尔大学的基础教学设施，为当地学生提
供了中文学习的场所和条件。图为阿富汗学生在喀布尔大学中文系
教学楼的教室内听课。
新华社记者 代 贺摄

科学方法论的中国实践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宇文利

海外之声
过去的 5 年，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
全球范围内都充满了挑战。在这种局
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经济
转型和加大全球影响力方面取得扎实
的 进 展 。 从 2016 年 杭 州 的 G20 峰 会 ，
到 2017 年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都反映
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壮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
中心主任李成

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深入的、全
方位的。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经
济将在保持繁荣的基础上大大提高发展
质量。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向外输出
的不再只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有高
技术含量和创新思维的高端产品，这表
明中国正在积极向新的高效发展方式转
变。
——巴西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
究员保罗·罗贝尔

中国有能力发展出一种政府和市场
机制相互协同的体系。在市场机制的作
用下，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在对待国有
经济的态度上，中国也坚持了自己的主
张。同时，在政治发展中，中国坚持共
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通过加强党纪和问责制有效
惩治腐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坚
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获得成功的秘
方。
——印度尼西亚信息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席乌玛尔·朱沃诺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 5 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治国理政方面提出并实施了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展现了高
超的顶层设计艺术和领导掌握全局的卓越驾驭能力，也展现了新
形势新条件下党领导开展全局工作的科学方法论。这些科学方法
中最突出的包括：
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去破解难题。习总书记反复强调
并用之于实践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和问
题导向，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化、具体化的表现。
他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
要全党和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思维去想问题、做事情、谋大局。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去
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难题，是十八大以来党运用
科学方法论的最大特色和亮点。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把政策和经验统一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了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首先把思想方法搞对头，遵循了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采取了辩证分析的思想方法；其次把工作方法调
好向，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务本务实
务要，注重管党治国强心。以习总书记为表率，十八大以来党在
领导工作中所体现的具体科学方法有：深入了解情况，做到主观
和客观一致；工作抓中心，中心为主，做到全局和局部的一致；
坚持群众路线，注意同群众相结合，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改变工
作作风，做到“三严三实”。

上述党在工作中体现的科学方法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
是体现了中国人善于系统思维、整体思维、立体思维的特点。传
统文化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
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
更擅长从抽象的、整体的视角看问题；二是体现了中国人务实、
讲求经致实用的思想作风；三是体现了中国人以民为本、注重民
众、基层和社会大众利益与诉求的价值立场。
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特别是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开始比较多地
关注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科学方法论问题。
比如，有人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的来源，并把分析重点指
向党的科学方法，特别是领导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还
有人分析中国共产党深化改革、经济转轨、依法治国、惩治腐败
等重要战略决策的原因，同样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
原则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方法论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历程的
充分验证，并且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正发挥其作用和魅
力的重要方法和工具，其中的辩证思维、务实作风和人民立场无
论在何时何地都能适用，也都不会过时。就此而言，这些科学方
法论是能够为其他国家所借鉴的，也必将会找到适应其他国家政
策和社会土壤的切入点。我们相信，党的科学方法论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和科学的光芒，充分体现了具有普世意义的
科学的魅力，必然能够在合适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毕梦静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