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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桥，新的希望”

“本周二上午，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
桥在中国南方开通，这一建筑和政治壮举
横跨 34 英里，连接香港、澳门和中国大
陆。”23 日，美国 《时代》 杂志网站用一
个长约56秒的航拍视频，展示了港珠澳大
桥沿线的美丽风光。一位来自尼泊尔的网
友在视频下留言说：“来自尼泊尔的合十
礼问候。这是一座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的桥
梁，祝贺中国！”

英国广播公司也制作了介绍港珠澳大
桥的视频，发布在社交网站 YouTube 上。
该视频上线 1天后，已取得近 12万次的播
放量，收获上千点赞。

最近几天，许多外媒都以醒目的标
题，通过文字通讯、短视频、示意图、航
拍图等多种方式，全方位介绍这座意义非
凡的大桥。

“它像一条漂浮在海面上的巨龙，画
出一个优雅的弧线，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力。这是中国繁荣的象征。”德国 《世界
报》 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报道了港珠澳大
桥正式开通的消息。

“极不寻常。”英国 《卫报》 的报道则
言简意赅，“这座大桥将中国的两个特别
行政区 （香港、澳门） 与大陆城市对接，
未来将增强大湾区与美国硅谷竞争的技术
实力。”

路透社援引香港官员的观点，称“港
珠澳大桥的开通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区域

航空和物流枢纽的地位。”报道还认为，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港珠澳大桥
10月23日的开通仪式具有高度象征意义。

“新的大桥，新的希望。”新加坡 《海
峡时报》 采访了当地人对港珠澳大桥的看
法，由衷感慨。该文还援引学者分析指
出，港珠澳大桥使香港更好地连通珠江三
角洲，从而给三地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工程上的非凡壮举”

港珠澳大桥是目前世界跨海距离最长
的桥隧组合公路，它集桥梁、隧道和人工
岛于一体，被业界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
玛峰”。早在 2015 年，英国 《卫报》 就将
这座建设中的大桥列为“即将完工的当代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港珠澳大桥工程量和建设难度之大，
令人惊叹。

“这座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证明了
中国建造创纪录巨型建筑的能力，毫无疑
问，这是一次工程上的非凡壮举。”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报道称，“港珠澳大桥
可以抗 8 级地震、超大台风以及超大货运
船只的撞击。东西横跨55公里，比新加坡
整个国家还长。”

“它 （港珠澳大桥） 的总长比从英国
多佛到法国加来的英吉利海峡还要长20多
公里。”英国 《每日邮报》 刊文称，“中国
工人建造这座桥用了42万吨钢铁，这么多
钢铁足以建造60座埃菲尔铁塔。”

港珠澳大桥的工程技术及规模创造了
多项“世界之最”的纪录。它是世界上里
程最长、钢结构最大、施工难度最大、沉
管隧道最长、技术含量最高、科学专利和
投资金额最多的跨海大桥。《美国工程新
闻纪录》还为港珠澳大桥授予了2018年度
全球最佳桥隧项目奖。

此前，《世界高速公路》 杂志刊登了
题为 《珠江上的钻石：港珠澳大桥综合
体》 的文章，从专业角度详细探讨了港珠
澳大桥的施工难度，并对施工单位克服重
重困难保障工程顺利推进的高超水准大加
赞扬。

“中国壮举。”《新西兰先驱报》 盛赞
港珠澳大桥所体现的大国“工匠精神”。
有英国网友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评论说，

“中国人已经有了伟大的长城，现在又有
了伟大的桥梁，赞一个。”

“大湾区支柱”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后，香港、珠海
和澳门融为“一小时经济圈”，三地的人
流、车流和物流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外媒纷纷探寻，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将
为经济发展注入怎样的新动力？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表示，港珠澳大桥
通车后，香港到珠海的旅程时间将缩短两
个多小时。“人们期待它的通车可以改善
大湾区沿岸地区的交通状况，同时可以增
强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经
济联系”。

“港珠澳大桥是北京整体规划的重要
内容，它将香港和澳门与 9 个临近城市
——包括特大城市深圳和广州在内——连
为一体。北京希望将之建成大湾区，引领
创新和经济发展。”英国 《金融时报》 分
析认为，“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大湾
区不仅仅是一条连接香港与澳门的通道，
北京希望加快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经
济增长，从而加速全国经济转型。”

《华尔街日报》 有类似的观点，“港珠
澳大桥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建设，
并在其中起到‘支柱’作用。这座大桥与
上个月开通的广深港高铁将缩短中国内地
制造业城市和金融枢纽香港及博彩业中心
澳门之间的旅行时间，加强这些城市间的
商业联系。”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也认为，港珠
澳大桥是“中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努力
之一”，“它将香港、澳门和内地南部连接
起来，旨在形成一个可与旧金山湾区比肩
的科技中心。”文章称这一工程践行了中国
的一个传统逻辑，即“要致富，先修路”。

“港珠澳大桥无论对香港，还是对更
大的经济区域来说，都是一种进步。”阿
拉伯半岛电视台通过采访香港创业公司的
从业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日本 《朝日新闻》 还指出，“港珠澳
大桥”是中国政府的一项超大型国家级计
划，适用于中国的“一国两制”制度。大
桥开通后，各地区在经济方面的活跃度值
得期待。

上图为港珠澳大桥一段的鸟瞰图。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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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仃洋上，长龙跃海。举世瞩目的港珠澳

大桥终于迎来正式通车的历史时刻。23日，港

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24日

上午9时，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这座凝聚着中

国实力与中国智慧的“超级工程”，吸引了全

球媒体的闪光灯。

国 际 论 道

海 外 声 音海 外 声 音

中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原是
2015 年中国在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
晤上提出的建议，时隔3年终于落地。

此次演习筹备历时长，究其原因，可
能基于战略、战术和技术三方面。在战略
层面，演习可能打破多年来东盟在中美
两国间经营的平衡策略，为东南亚地区
安全带来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战术
层面，东盟内部利益相关方可能会将是
否推进演习作为与中国南海博弈的筹
码，致使演习落实进程迟滞。在技术层
面，双边互信程度有待提升，可能使联合
演习流于倡议，实际操作层面推进乏力。

随着南海问题降温，中国与东盟国
家间军事互信增进，分歧点渐趋弥合。同
时，美国大力推动“印太战略”，美、印、
日、澳“四国同盟”正在形成，不仅形成了
围堵中国之势，也使东盟在地区安全中
的作用相对降低。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加，演习的落实契机
渐趋充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习的敲定、落
实，正值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
周年，又恰逢《南海行为准则》取得实质
性进展之时，可谓乘势而动，顺势而为。
这一成果本身具有历史性和突破性，标
志着中国-东盟关系有望迈入历史新阶
段。此举释放了积极信号，说明中国与
东盟之间政治互信加固、安全共识增强、
共建规则有望。

首先，政治互信加固。演习传导出中
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得到了巩
固，这一转变是可喜的，并应继续加强、
加深。其次，安全共识增强。“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只有当中国与东盟互视为共
建地区安全的伙伴，而非彼此威胁的敌
人，本地区各国才可能真正获得安全。
此次演习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共建安

全意识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再次，共建
规则有望。中国是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中国-东盟双方正
立足于“黄金十年”期盼“钻石十年”。因
此，演习的举办及其未来的机制化和常
态化推进，将使中国-东盟关系具有更强
的稳定性。

此次演习对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协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具有突破
性、指标性和建设性的意义。其突破性在
于，演习突破了东盟在中美之间的摇摆
和观望，突破了东盟与中国此前的战略
互疑，也突破了中国此前只与几个东南
亚国家单独进行军事合作的固有模式。
其指标性在于，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
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郑重提出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

议，此次演习对于推动“命运共同体”在
安全层面的构建具有指标意义。其建设
性在于，此次演习为本地区提供了一种
中国-东盟协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新
模式，即通过联合演习的方式加强交流、
增进互信，并推动演习机制化的过程中
构建共同安全意识。

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
等领域拓宽合作空间、增多合作可能，可
从两方面着手：

其一，增强互信，达成共识。中国与
东盟应建构本地区共同安全的观念，达
成中国-东盟共同解决南海问题的政治
共识。其二，磨合规范，共建机制。可继续
发展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演习模
式，逐渐使其常态化、规范化、机制化、多
样化。通过多方共建，让中国日益强大的
海军力量，成为本地区国家受惠、共享的
公共产品。以对话释疑，以互动增信，在
交流合作中实现地区国家的联动发展、
互惠共赢。 （张斐然采访整理）

中国政府出台刺激经济措施

中国政府采取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经济最需
要的时候给予刺激。此前出台的减税措施是绝佳的
第一步：它刺激了消费者，而后者现在是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减税还可能促进中
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需求。德意志银行认为，
力度高于预期的中国税收改革很可能是2019年一系
列减负措施的开始。不难预见中国政府会采取一些
更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些举措是受欢迎的。

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还有助于促进亚洲其他地
区的经济增长。通过这种做法，中国可以在该地区
发挥更显而易见的作用。与过去的新兴市场动荡时
期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得更大了。目前，中国
采取经济刺激措施是必要的，这能够帮助中国应对经
济增长放缓，并实现6.5%左右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刺激措施还要与遏制债务增长的目标协调一致。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10月23日报道

中国在“世界屋脊”造人工林

图为位于西藏山南市乃东区雅鲁藏布江沿岸的
人工林。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摄

中国已经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上
造出森林。数个世纪以来，青藏高原曾是一片相对
贫瘠荒凉的土地，时常遭受沙尘暴。但如今，这片
广袤土地上的森林覆盖面积已大幅提高，这归功于
始于30年前的一场植树造林运动。中国政府非常重
视植树造林，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每年植树造林
面积平均为 250 万公顷。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从
1949年的10.6%提升到现在的21.66%。

植树造林是应对沙漠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一直
在推进“绿色长城”计划——在北方建防护林，从
东北黑龙江一直到西部新疆，穿越 200 多个县、12
个省和地区。中国政府制定了“生态红线”，并把贫
瘠山坡分给农民种植果树或其他树木。由于协调一
致的努力，中国被视为植树造林的世界榜样。如
今，绿色正成为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主导色。

——据菲律宾《商业镜报》10月22日报道

“双十一”临近看点多

11月 11日是中国的“光棍节”，也是全世界最
大、最繁忙且最重要的购物节。今年“双十一”购
物节有几大看点：一是销售额。“双十一”不仅成为
众多商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还成为该战略的“最
顶点”。这一天将决定品牌的市场战略。有些品牌可
能为之准备6至8个月，因为它或将占到其年度销售
总额的 25%。世界上仅有美、日、英、德 4 个国家
一年的线上销售额能够超过“双十一”的线上销售
总额。二是消费主义。天猫将在11月10日举办全国
性的“双十一”倒计时晚会。这是一种众星云集的
好莱坞式盛大活动，经常吸引1.5亿至2亿观众。三
是贸易摩擦的影响。目前的美中贸易摩擦不会影响

“双十一”，至少今年不会。美中双方都没有呼吁或存
在消费者抵制活动。四是好上加好。“双十一”已开始
吸引东南亚各国的关注，也更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
各大电商都已在融合线上系统与线下足迹方面迈出
重要步伐。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0月21日报道

10月23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一电商
工作人员正在打印快递单子。沾化区充分发挥大数
据系统优势，实施“电商+”销售战略，与京东、
淘宝等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网上冬枣旗舰店，
成为当地枣农脱贫增收的新路子，预计今年电商销
售将占比突破40%。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中国企业实现自主发展

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有错误的看法，他们仍顽固
地认为，中国只能从外部窃取理念和技术，以赚取
金钱。实际上，在许多人视为未来市场的行业，中
国企业家已经与他们的西方同行展开激烈竞争，而
且有了自主的发展。中国公司在一些被视为未来技
术的行业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人工智能、云
计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以及大数据等领域。微
信已经成为中国信息服务和移动支付的标志。8 年
前，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贸易中的份额几乎为零，
现在的比例已达到了惊人的40%左右。

出现这种局面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中国有一批大胆的企业家，正在追逐并实现他
们的发展梦想。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贸易将由
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中国企业主导。

——据瑞士《新苏黎世报》10月21日报道

中国-东盟“海上联演-2018”举行

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更进一步

10 月 22 日 -28 日 ，中 国 - 东 盟“ 海 上 联
演-2018”在广东湛江及其以东海空域进行，本次联
演分为港岸活动、海上演练和演习总结三个阶段。

据日本共同社 10 月 22 日报道，菲律宾国防部
长洛伦扎纳对东盟与中国22日起举行首次联合海
上演习表示欢迎，他称，“比起陷入相互怀疑猜忌
来，开展对话为宜”。报道称，洛伦扎纳的发言显示
出，其认为菲律宾在某些领域应当重视与中国协调
关系。洛伦扎纳在谈及演习意义时称：“在灾害救援
等方面，东盟与中国能够合作的很多。”

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 10 月 22 日报道，东盟和
中国在8月份举行了一次桌面推演后，双方于22日

展开了首次海上实战演练。此次接触凸显了北京在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努力中（包括在安全领
域）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一项活动。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 月 24 日报道，新加坡
国防部长黄永宏在湛江参访首届东盟-中国海上联
合军演，他在接受新加坡和中国媒体联合访问时指
出，东盟与东盟加八国防长会议的多项多边演习及
演习的实兵演练环节，为区域各国建立联系提供契
机，有助减少冲突可能。黄永宏在谈及此次联演的
重要性及区域各国在信心建立工作上的后续方向
时强调，各国希望取得和平，但“和平必须靠努力得
来”，各国必需付出相应的努力。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翟 崑■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翟 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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