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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罗马 3 月 23 日电 （记者杜尚
泽、王云松）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罗
马出席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的隆重
欢送仪式。

当地时间上午 9 时 50 分许，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总统府。两国元首亲
切话别。习近平感谢马塔雷拉总统和意
大利政府的热情接待。习近平指出，此
访期间，我同总统先生等意大利领导人
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谈会见，加深了双
方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意双方要
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马塔雷拉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

对意大利的历史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我和主席先生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成
果的对话，这对于促进意中两国各领域
合作十分重要。我愿同主席先生加强联
系，推动意中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

习近平主席夫妇同意方主要官员握手
道别，马塔雷拉总统和女儿劳拉同中方陪
同人员握手道别。军乐团奏中意两国国
歌。仪仗队长趋前请习近平检阅。习近平
在马塔雷拉总统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习近平
主席夫妇、马塔雷拉总统和劳拉在上车处
道别。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出席欢送仪式。

习近平在法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并肩前行
（第二版）

本报罗马3月23日电（记者管克江、韩秉宸） 国家
主席习近平23日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意关系植根于双方千年交往的历史
积淀中，拥有深厚民意基础。近年来，两国各领域交流
合作不断深化，为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中意
互为重要战略伙伴。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把握中意关系，以今年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15周年和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共同推动中意
关系进入新时代，使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
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意双方发展目标契合，经济互补性
强，合作前景光明。中方愿同意方一道，全面扩大和深
化双边关系。双方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政治基础，加
强高层交往，密切各部门各层级对话，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和意
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天经
地义。我们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遵循的是开
放、透明原则，实现的是合作共赢。中意要以签署政府
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加强“一带一
路”倡议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投资意大利计
划”对接，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要密切利益融合，推
动合作优化升级，在空间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交通、
环境、能源等优先领域取得更多早期收获。要深化宏观
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推进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要以 2020年两国互办文化旅
游年为契机，推动两国世界遗产地结好，加强博物馆、
地方、民间、体育等交流合作。要携手倡导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继续就联合国事务、世界贸易组织改
革、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欢迎包括意大利在
内各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我们也鼓励中国企业特别是高

技术企业在意大利投资发展，视意方为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的重要伙伴。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商业原则和
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基础上在海外开展合作。希望
意大利政府继续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
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双方应该顺应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双方
应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
盟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
调。希望意方继续为深化中欧各领域对话合作和推动中欧
关系独立、自主、稳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孔特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意大利的访问具有重
要历史意义，必将引领意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意中两
国有着上千年交往史，两个古老文明相互交织，经贸、
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为双方友好合作长远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意方高度重视意中关系，在即将迎来两国建交
50周年之际，愿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拓展经
贸、投资、能源、农业、文化、旅游、航空等合作。意
大利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有着特殊地理优势，我们很高
兴抓住历史机遇，参加共建“一带一路”，坚信这将有助
于充分挖掘意中合作潜力。我期待着出席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意方欢迎中国企业来意投资，实现
互利共赢。意大利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愿密切
同中方沟通协调，促进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和交换中意关于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关于中国流
失文物返还等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领导人还一起参观了意大利查获并返还中方的
流失中国文物。

习近平抵达时，孔特总理在停车处迎接。军乐团奏
中意两国国歌。两国领导人一同检阅仪仗队。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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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在对法兰西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
报》发表题为《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并肩
前行》的署名文章。他谈到，中法关系正如春天
般欣欣向荣，迸发出蓬勃生机。

自从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做出有历史远
见的建交决定以来，法中友好关系已经走过了
55年历程。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
民，并预言了“中国的复兴”。55 年来，历届法
国总统，从德斯坦到希拉克，从密特朗到马克
龙，始终采取一贯的对华政策，简而言之，即

“以更多的交流促进更多的信任”。法中之间的
合作范围非常广泛。面对世界重大问题，两国
之间的信任与友谊不断得到确认。

未来法中关系的走向如何呢？
2019 年将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一年。

法中两国将安排多场高层对话。这些高级别
会谈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充满
动荡和压力而美国政策令人无法预测的情况
下，高级别交流尤显重要。

审视当前的法中合作，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概括：

第一个方面，两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
面虽然差异很大，但我们各自立足自己的国
家来“共同生活”。

两国的体制不同，也不必寻求一致。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著作中，习近平
主席明确宣布了为中华民族发展所确立的目
标与实现的期限，中国也因此成为当今复杂世
界局势中预期最稳的国家之一。法国是欧盟内
部最坚守欧洲式民主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国家。
在这一背景下，实现良好合作的唯一途径就是

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体系，以及通
过多种有效渠道进行坦率和直接的对话。

第二个方面是对世界的看法。这方面我们
的观点是相似的。

法中两国都希望走多边主义的和平道路，
世界的未来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过去一段
时间里，当欧洲债务危机发生时，中国给予了
具体的支持。在巴黎气候协定等问题上，中国
表现出积极态度。中国对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切实支持也让人印象深刻。“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能够把人们团结到一起。

促进多边主义实现新的发展，我们还有很
大的合作空间。对于多边主义，我们应该进行

改革，而不应该放弃。主导国际关系的规则曾
经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当时亚洲和非洲并没
有现在这样的地位。法国和中国可以共同为维
护21世纪的多边主义作出贡献。

第三个方面是市场。中国市场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动力。

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一位法国大企业家说：“对我们来讲，中
国市场是必须争取的。现在的情况是，如果
不能在中国做强做大，就算不上一个世界品
牌。”很多法国企业都因为与中国合作而感到
高兴。欧莱雅公司董事长让·保罗·安巩就是
首批报名参加上海进博会的。

中国近期倡导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彰显
了其全面对外开放的积极姿态。欧洲对于中国
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主动参与。“空椅”
政策（注：指故意缺席应该参加的会议或活动）
很难成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去年，马克龙总
统在西安访问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
维护多边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法国将响应
中国的邀请并参与其中。

总之，对于法中关系的未来，我们是乐观
的，合作空间远多于利益较量。此外，不要忘
记，文化交流在法中关系中处于特别重要的位
置，两个悠久的文明应当互相尊重和欣赏。文
化必将把信任转化为更诚挚的友谊。

（作者为法国前总理）

中法关系正如春天般欣欣向荣
■ 让-皮埃尔·拉法兰

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最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不知能不能问一下？”

3月22日下午，意大利众议院，习近平
主席同众议长菲科举行会见。临近结束
时，“70后”的菲科突然抛出了这句话。

全场目光注视着他。
“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

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听到众人的笑
声，菲科补充道：“因为我本人当选众
议长已经很激动了，而中国这么大，您
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
袖，您是怎么想的？”

习近平主席的目光沉静而充满力
量，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
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
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稍作停顿，他继续讲道，一个举重
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50公斤的杠
铃，经过训练，最后可以举起 250 公
斤。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
中国 13 亿多人民勠力同心来担起这
副重担，把国家建设好。我有这份自
信，中国人民有这份自信。

“欢迎你到中国去！看看一个古老
而现代的中国，看一看勤劳智慧的中
国人民。”

收到习近平主席的邀请，菲科朗
声答道：“我一定会去的！”

临近中午，意大利总统府镜厅，
结束了会谈的两位元首并肩走进
来。记者席上，快门声、播报声此起
彼伏。

这是习近平主席2019年首次出
访。3月 21日傍晚抵达罗马，22日一
早来到总统府，欢迎仪式、会谈、共
见记者……活动环环相扣。

国旗前摆放了两个高脚讲台。两
位元首站定，按共见记者惯例，东道
主——白发苍苍的马塔雷拉总统率
先致辞。他望着身旁的习近平主席：

“中国一个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
我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

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震
惊了中国，也让中国的朋友们为之
哀叹。随习近平主席专机一同“降
落”罗马的，还有他对这起事故第
一时间作出的重要指示。意大利媒
体评价道：“即使身在意大利访问也
关心这起事件”；“习近平主席要求
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

此刻，面对马塔雷拉总统的关切，
面对中外媒体的镜头，习近平主席语
气沉重：“感谢总统先生对在江苏响
水化工厂爆炸事故中遇难人员的哀
悼和对伤员的慰问，这体现了总统
先生和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
好情谊。我在飞机上第一时间听到

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指示国内尽快
进行各种应急救援处理，最大限度
地减少人员伤亡……”

翻开历史的尘封，中国汶川
地震，意大利拉奎拉、阿玛特里
切 地 震 …… 废 墟 救 援 、 家 园 重
建，中意同舟共济的情谊，在时
间长河里积淀。

罗马街头报刊亭，《晚邮报》上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的大幅报道让
许多行人驻足。“中意友谊扎根在深
厚的历史积淀之中。”他引用了意作
家莫拉维亚的一句话：“友谊不是偶
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北京，习近平
主席给罗马师生回信的消息登上报
纸头版。这群选择了学习中文的青
年，也因此推开了人生一扇新的大
门，他们的梦想里有了多彩的中国。
习近平主席在回信中勉励他们，做新
时代的马可·波罗。

出访途中谈及此事，习近平主席
说，我想当年的马可·波罗，通过古
丝绸之路促进中欧文明的沟通交
流，意义是深远的。一代代友好使者
追随他的足迹，做中意友好的桥梁。
中意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也
肩负着赋予本国人民美好生活的使
命。我们要延续这份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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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微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