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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好与抹黑

最近，《澳大利亚人报》 等多家澳媒
报道称，不久之前还号召澳大利亚在中
国面前“站起来”的澳总理特恩布尔，
对华态度突然出现“逆转”，表示期待能
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

这不是澳大利亚政府近来第一次对
华释放友好信号。5月21日，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举行的 G20 外长会上，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澳大利亚外交部
长毕晓普的会谈格外引人注目。据悉，
这次会谈由澳方主动提出。

在此之前，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部
长史蒂文·乔博刚刚结束为期三天的中国
之行。“这是中澳关系陷入僵局以来，澳
首位部长级官员访华。”澳媒称。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系
列不合时宜的反华言论持续泛滥，令中
澳关系陷入低迷。澳媒认为，乔博此行
可能成为中澳冷淡外交关系开始“解
冻”的一个迹象。

在华期间，乔博抓住一切机会，多
次对华示好。访华首日，他就肯定“澳
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依然强劲”。此
后，在上海参加一场颁奖典礼时，他又
称赞中国为“真正的全球巨人”，并称中
澳关系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不过，几乎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
内的反华声音仍不时“冒泡”。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根据一份所谓的哈佛大学为美国国务院
撰写的报告，又给中国扣上了一顶对澳
周边较小邻国搞“债务外交”的新帽
子，大有要将中国抹黑到底的架势。

此消彼长的反华杂音，反复无常的
对华态度，让澳大利亚社会尤其是商界
头疼不已，由此引发的对澳政府的不满

也日渐加深。
《悉尼先驱晨报》 引述一家大型澳大

利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话称，对于澳总理
特恩布尔以及外交部长毕晓普总是对中
国“唱白脸”的行为，澳商界感到失望。

3月，30名澳大利亚学者还曾发表一
封致澳议会的公开信，呼吁澳各界停止
有关“中国影响力渗透”的争论，要求
特恩布尔政府推迟通过针对中国的“抵
制外国影响力”法案。悉尼科技大学澳
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詹姆斯·劳伦斯森撰
文奉劝特恩布尔政府，应当好好反思过
去的消极行动对澳中这一重要关系造成
的影响。

傲慢与偏见

“此前乔博访华是一个风向标，表明
澳大利亚政界与商界及普通民众在对华
态度上存在温差，双方看待中澳关系的
视角明显不同。”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向本报记者分
析称，澳政府更多是从安全角度出发，
追随美国，将与中国有关的议题政治
化，扭曲中澳关系。澳商界及普通民众
则基于更为客观现实的立场，希望中澳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中国海
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晓鹏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也认为，无论是基于中澳已经
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事实，还是看
到中国持续发展将为澳大利亚带来历史
性机遇的趋势，澳大利亚都有对华交往
的积极需求。在澳大利亚，无论社会精
英还是普通民众，对此都有明确认知。

既然如此，澳大利亚政府为何还要
一意孤行，频频将矛头指向中国？

王晓鹏认为，这源自澳大利亚政府
的傲慢与偏见。近年来，作为美国在亚

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尤其是抱着冷战思
维不放的澳大利亚少数保守派，主动跳
上美国的“战车”，在南海、安全、意识
形态等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频频挑
衅中国，表现出一股毫无底气的傲慢。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正常发
展，尤其是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进行的
交往合作，澳大利亚政府又因长期将南
太平洋视作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中
国抱有戒心和偏见。

如今，澳政客的“任性”，让澳商界
和民众开始承受高昂代价。澳肉类工业
委员称，根据澳中签署的协议，澳每年
可向中国出口价值 3 亿多澳元的牛羊肉。
然而，该协议的实施一拖再拖，这与两
国外交关系恶化肯定有关。

“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
政策正在撕裂政界与商界及普通民众之
间的关系，出现利益的对立。如果这种
不对称性和不协调性持续下去，中澳关
系继续偏离正常航道，那么毫无疑问，
澳大利亚民众的基本生活将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政坛也将随之遭遇重大冲击。”
许利平说。

王晓鹏也认为：“负面影响已经产
生。如果这种‘拧巴’的对华政策继续
推行，将与澳大利亚一直自称的多元社
会形成严重矛盾，澳社会可能由此出现
意见分裂，甚至意识对垒。”

意愿与行动

澳大利亚政府或许已经看到问题的
严重性。在澳媒看来，无论是特恩布尔
近来表示期待年内访华，还是乔博此前
已经成行的中国之旅，都向中方传达了
一个明确信息——澳大利亚有意修复对
华关系。

“澳大利亚政府试图以经贸问题作为

着力点，以此寻求对华关系改善。”王晓
鹏指出，一方面，中澳关系持续低迷已
经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澳商界及民
众的呼声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澳大利
亚一味追随的美国呈现出日益严重的单
边主义倾向。“在南海、安全、贸易等问
题上，美国拉拢澳大利亚对华施压。与
此同时，美国却在经济上对澳‘挖墙
脚’，一再花大力气拓展与澳商品同质化
明显的中国市场。这让澳大利亚对美国
及美澳关系有了清醒认识，并在对华关
系上有了调整的需要。”

当然，接下来，中澳关系能否如愿
转圜，还要看澳政府能否拿出更多有诚
意的行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澳企业界普
遍认为，乔博的上海之行有助于打破两
国之间的僵局，但是远未能“破冰”，只
有特恩布尔访华，才能真正推动两国关
系回暖。

“经过这段时间的碰壁，澳大利亚国
内保守派应该能够清醒认识到，他们对
华所持的保守思想是和当前大势逆向而
行的，如果真和中国发生极端冲突，澳
大利亚只会得不偿失。”许利平说。

《澳大利亚人报》 近期刊登一篇题为
《我们必须学会与中国合作》 的文章指
出，中国是亚太地区每个国家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必须成为
澳大利亚优先考虑的问题。文章还引述
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韦斯利的观点称：

“我们的未来将越来越取决于北京，而不
是华盛顿。”

显然，澳大利亚国内不缺理性反
思。未来，是站得更高，望得更远，与
中国相向而行，务实合作？还是继续违
背 民 心 ， 甘 愿 捆 绑 在 美 国 的 “ 战 车 ”
上，继续充当挑衅中国的马仔，并为此
付出更大代价？澳大利亚政府必须作出
选择。

课程参访 好评满满

在中国期间，代表学员们通过课堂
交流、机构走访，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办公
室副主任席尔瓦·菲略表示，南南合作金
融中心主席蔡锷生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进
程的讲解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政府如何
直面并妥善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策略值
得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

萨摩亚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努阿·佩奈阿则对金融改革方面的内容更
感兴趣：“中国金融改革课程对中国的金
融监管历史做了梳理，相关分析鞭辟入
里，发人深省。”

实地走访给这些代表学员们带来了
更多新奇体验。“在中国，便捷的数字支
付技术让现金成为钱包里多余的物品。”
乌兹别克斯坦阿萨卡银行董事长顾问莫
黑尔·夏加扎托夫对此十分惊叹。

除了电子支付，中国高科技企业也

给此次来华的代表学员带来了巨大震
撼。“商汤科技的卫星遥感分析技术十分
先进，能够预测农业产量以及旱灾、水
灾灾情，而商汤科技的人脸识别技术识
别速度快、辨识度高、准确性超乎想
象！”南非贸工部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
哈尼瓦尔说。

“不用担心在北京走丢，商汤会用人
脸识别技术把我们找回来的。”在华期间，
有项目代表学员开玩笑道，这句玩笑这也
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技术的极大信心。

搭建平台 促进交流

在项目的课堂与参访过程中，各方
热切交流，互通有无。

“高科技企业的参访让我们看到了中
国的创造力，而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
交流，让我们了解到他们促进全球合作
的目标和愿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
CJSC亚洲银行理事长纳齐拉·贝申娜列娃
认为，项目架起了南南国家金融领袖与
中国企业机构之间的桥梁。

“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平台，推进
南南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说。

斯蒂芬·哈尼瓦尔认为这是一个难得
的机会，他说：“与项目中其他发展中国家
代表的沟通也让我受益良多，不同国家在
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可以相互借鉴。”

“通过与其他代表学员交流经验教
训，尤其是了解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
能帮助所在国避免经济发展重蹈他国覆
辙，这也是极为重要的。”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驻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东非共
同体代表斯蒂芬·卡格博说。

不但如此，来自联合国和地区性开
发银行的高级别官员的加入让交流的大
道越走越宽。“他们来到中国，与各方进
行更深入的交流，一起为推动南南国家
间交流合作添砖加瓦。”鞠建东说。

收获颇丰 寄以厚望

离开中国，代表学员们满载着收
获，他们对中国寄予厚望。

“我希望把商汤公司的新型遥感分析
技术引进南非，利用遥感技术促进南非
农业发展。”斯蒂芬·哈尼瓦尔说。

“有些国家担心中国‘扩张’，渲染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但是此次来中
国，我看到的只是中国的发展。”纳齐
拉·贝申娜列娃说：“我想要告诉大家，
不要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有所疑虑，这是
我此行最深的体会。”

斯蒂芬·卡格博此行的最大收获是要
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制造业、发展
合作伙伴关系，他说：“我迫不及待地想
要把我在中国的所见所得带回就任国。”

莫黑尔·夏加扎托夫认为中国并不是
传统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中国一直以来都
支持任何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莫黑尔·
夏加扎托夫说：“我们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支持角色非常期待。”

“‘不让任何人掉队’是当今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联合国南南合
作办公室副主任王晓军希望“中国经
验”能在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难题、寻
求解决方案时为他们提供参考、带来帮
助。

今年是联合国开展维和行动
70 周年，也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28周年。

截至目前，中国累计派出维
和军事人员3.7万余人次、先后参
加 24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
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
和第二大出资国。

今天，约有 2500 名中国维和
人员在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捍卫和
平、传递友谊。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地
区战乱频仍，民众生活依旧困
苦，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跨国
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
加突出，安全威胁层出不穷，人
类面临严峻安全挑战。

安全需要缔造，和平需要维
护。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蓝盔从
未缺席。在地中海之滨、黎巴嫩
与以色列之间的“死亡地带”，中
国维和军人扫雷排爆近 12 年，累
计排除近万枚地雷和未爆弹，创
造“零伤亡、零事故”的维和奇
迹；在曾饱经战乱的苏丹达尔富
尔，中国维和直升机铁翼飞旋，
为维和友军安全运送人员和物
资，在空中留下道道和平航迹。

在充满贫困与疾病的地方，
中 国 蓝 盔 不 遗 余 力 。 在 刚 果

（金） 原始森林深处，中国维和部
队工兵分队冒着安全风险，为当
地民众开辟修筑道路；在传染病
肆虐的利比里亚，中国维和部队
医疗分队到最需要医疗救助的偏
远村庄巡诊义诊，向“传染病死神”宣战，挽救众多
妇女儿童的生命。

排雷清爆、安全护卫、工程建设、医疗救治、联
合反恐、协助救灾、维持治安、帮助儿童……在 28年
的海外维和历程中，中国维和军人始终坚守和平、践
行大爱，为战乱和危机中的无助民众带来安全与温暖。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发言人尼克·伯恩巴克说，
多年来中国对维和事业的贡献一直在稳步增加，中国
对维和事业的重视也向其他国家传递了积极信号。

和平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崇高目标，中国始终是
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建设者。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
在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时宣布对联合国维和事业的郑
重承诺，此后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诺言，彰显大国担
当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与决心。

一个和平的世界有利于地球村的所有成员，为世
人企盼。在中国及国际社会持续维和努力下，铸剑为
犁、永不再战的理念将深植人心，发展繁荣、公平正
义的理念将践行人间，和平的阳光终将洒满世界。

（据新华社电）

3个

美国财政部近日宣布对伊朗的3个实体和6名个人
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在声明中说，被制裁者包
括伊朗“真主支持者”组织及该组织3名成员，还有伊
温监狱、哈尼斯塔程序集团、两名伊朗政府官员以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局一名负责人。美财政部称，
这些实体和个人受到制裁的原因为侵犯人权等。美国
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
重启因该协议而豁免的对伊朗制裁。此后，美财政部
发起多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

2000桶

肯尼亚石油与矿产部官员近日表示，肯尼亚政府
一项试验性石油开采方案进展顺利，计划从今年12月
开始出口石油。肯尼亚石油与矿产部副部长安德鲁·卡
马乌对媒体表示，预计从下周开始，每天将有2000桶
石油从西北部的石油产地洛基查尔盆地运到东部港口
城市蒙巴萨。如果一切顺利，肯尼亚政府将在12月采
集到40万桶石油。届时，将通过招标程序出售到国际石
油市场。根据勘探公司披露的数据，肯尼亚的石油勘探
始于2012年，目前其探明储量预估为7.5亿桶左右。

2950亿

法国参议院近日投票通过旨在增加国防预算的
《2019－2025军事规划法案》草案。公报指出，这一法
案将有助于实现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到2025年国防
预算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根据这一法案，
2019至2025年期间法国政府将在国防领域投入2950亿
欧元，其中 2019 年至 2023 年期间将投入 1980 亿欧
元，这些资金都来自财政预算。2019 年至 2025 年期
间，法国军队还将增加6000个岗位。

（均据新华社电）

对华态度“拧巴”，撕扯澳大利亚
本报记者 严 瑜

对华态度“拧巴”，撕扯澳大利亚
本报记者 严 瑜

澳大利亚对华态度“拧巴”，早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近日，澳媒报道称，澳大利亚总理

特恩布尔表示期待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

首次证实中澳领导人年度对话可能在两国外交

关系冻结半年之后继续进行。然而，就在5月

初，面对澳媒有关中国打算在瓦努阿图建军事

基地的“莫须有”猜测，特恩布尔的第一反应

却是不顾专家的严厉批评，声称这将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

应该与中国如何相处？这个在旁观者看来

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澳大利亚却总是左右摇摆，

反复犹疑，由此引发的国内分歧日益凸显。

环

球

热

点

“完美！”南非总统府首席财务官克利欧佩特拉·祖鲁对此次
中国之行竖起了大拇指，而她的赞誉，只是众多好评中的一个。

近日，第三届“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在北京成
功举办，一周时间内，25名来自联合国及23个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学员“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图为代表学员在参访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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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维和部队官兵在黎巴嫩南部转移未爆航
弹。 新华社发

数 字 天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