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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角度新路径

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第一副主席马
查多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高瞻远瞩
地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式，指出
了全球不同文化、不同国家融合发展的
具体路径。同时，习主席演讲还体现出
中国的“自我鞭策”和“自我加压”，强调尊
重知识产权、扩大市场、绝不成为汇率操
纵国等，展现出极大的自信与勇气。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表示，“一带一
路”是当今全球最伟大的倡议之一。习近平
主席主旨演讲提出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妥善处理开放与改革的关系，集中体现了
中华文明的“中庸”哲学思维。

摩洛哥前参议长比亚迪拉称，高峰论坛
开启了一个改变当前及未来世界的新纪元。

“一带一路”给世界开启了一扇增进了解、加
强联系、深化合作、共创未来的新窗户。

日本自民党国际部部长小泉龙司
说，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呼吁各国坚持多
极化和多边主义，提高国际合作机制的透
明度、开放性和公平性，让人备受鼓舞。

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赫尔曼、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
克潘、日本政法大学教授赵宏伟、澳门立
法会议员施家伦等表示，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全方位互联互通”概念是“一带
一路”联通全球生产力的关键，正成为
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巨大动力。

核心是搭桥而不是筑墙

萨尔瓦多马蒂阵线副总书记格瓦拉
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向
亚非拉以及欧洲等地投资，改善了当地

货物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当地
民众生活水平，这种新型全球化的方式
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一带一路”的核
心是搭建桥梁而不是筑起高墙，中国的
发展对全球而言是一种“平衡性力量”，
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同时保持
主权独立和自由平等。

尼泊尔前总理尼帕尔表示，“一带一
路”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合作，
不仅中国从中受益，各国人民也从中受
益，这是合作共赢的典范。

比亚迪拉说，“一带一路”建设给摩
洛哥带来了好处，弥补了摩洛哥人的不
足、鼓舞了摩洛哥人的斗志。

达莱马指出，民粹主义、单边主
义、自私的国家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
都在冲击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我们必
须改变原来的观念，以“一带一路”为
平台推动实现多边主义转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德国专家大卫·巴拓识认为，中华文
明一直秉持“多元共存”理念，因此能
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很好的桥梁
联接作用。当前，中国倡导的“一带一
路”正从理念转化为实践，通过互联互
通促进沿线国家“有效连接”，进而实现
中国所倡导的“天下大同”。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奥列格
称，中俄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是开
展包括交通、能源的全面经济合作，首
要是实现跨区域合作，促进欧亚和欧太
的发展，中俄可以开创“上合组织+X”
的模式。

印度尼西亚卡查玛达大学 MBA 项目
主任埃督娅督斯·康德立林说，“一带一
路”是个好倡议，能够帮助印尼等发展
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相互连通，
促使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的升级转型。

彼得·弗兰克潘指出，“一带一路”建

设在推动沿线国家加强交流和发展贸易
的同时，也自然地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展
到其他地区，这本身就是一种“双赢”。

正给全球带来新愿景

巴拿马民主革命党国际关系书记甘
霖指出，“一带一路”铺就了新型全球化
的基石，其秉持的新丝路精神必将为人
类文明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尼赫鲁大学教授斯利卡斯说，西方
倡导的华盛顿共识逐步式微，新的多边
主义机制不断涌现，“一带一路”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其“新”就新在能确保
成员相互平等并有共同话语权，从而确
保各国建立互信、避免挑战彼此核心利
益、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比亚迪拉表示，“一带一路”正在催
生全球化 4.0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正在
夯实各国信任的基础。

达莱马说，“一带一路”正在给全球
化带来新愿景，意味着一种更公平、更
加以人为本的新型全球化趋势。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总书
记比纳弗说，“一带一路”的核心价值是
繁荣和共享，为完善新时代全球治理模
式提供了可能。

英国国会议员安德鲁·米切尔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各国加强协作解
决贫困和战略对接等问题。

数字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何昌垂
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就是一
个“非排他性”的新型全球治理模式，
这个模式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了
很好的检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生物和地学部
主任韩群力表示，加强多边主义和全球

治理关键在于了解过去多边机制“失
灵”原因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这也
是“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新型多边机制
所肩负的任务。

尽快加入“一带一路”

达莱马表示，中欧需要加强对话，找
到新的契合点走合作共赢之路，希望欧盟
能尽快加入到“一带一路”合作中来。

意大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佩特罗·切
利说，意正寻找自己的创新战略并与中
国战略连接，希望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进
一步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多边合作战略，
促进整个欧盟同中国的合作。

格瓦拉表示，拉美应该成为“一带
一路”的下一站。这不仅可以推动拉美
各国实现经济一体化，更能促进拉美各
国大团结。

阿塞拜疆总统战略研究所外交政策
部首席研究员福阿德·驰拉格夫称，“一
带一路”不仅给世界格局带来新变化，
也赋予了中亚各国新角色，使得中亚国
家能够重新在世界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
中扮演重要角色，重新成为联接亚欧的
桥梁。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主任李
成表示，美国民众、社会组织和商业团
体把中国视为解决问题的力量，认为中
国很多经济项目可以改变世界，希望中
美开展深度合作。

4月29日，第二届“一带一路”非中
艺术交流展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国
家艺术馆拉开帷幕，展出来自 10 多个非
洲国家和中国的艺术家创作的120多幅作
品。图为观众与艺术作品自拍合影。

陈雅琴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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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联部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主
题为“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全球治
理”的第28届万寿论坛。来自亚、非、拉
及欧美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政党领
导人、政要、智库学者及商界人士与会。
外方代表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认为“一带一路”正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为破解和平、发展、治理、信任

“四大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环 球 热 点

激烈交火3天后，巴以冲突暂告缓和。据加沙
地带安全人士透露，在埃及、联合国和卡塔尔的
斡旋下，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各派与以色列在 5月 6
日达成停火协议。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出现重
大变化的情况之下，本轮巴以冲突给脆弱的地区
局势再次敲响警钟。

冲突骤然升级

此次巴以冲突爆发于5月3日，双方激烈交火
一直持续到5月6日凌晨4点半。

据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称，4日至 6日，巴武
装组织自加沙地带向以境内发射 700多枚火箭弹，
造成4名以色列人死亡、70多人受伤。以军则轰炸
加沙地带350多个目标。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
示，4日至6日，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轰炸造成27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

外媒普遍认为，这是 2014 年加沙战争以来最

严重的暴力冲突。巴以冲突骤然升级，引发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
拉·姆拉德诺夫发表声明，对加沙局势“再次危险升
级”深表关切，呼吁双方“必须立即终止这一无止境
的暴力循环，并加快提出加沙危机政治解决方案。”

“冲突不断但持续时间短，是近年来巴以冲突的
重要特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李
伟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冲突让日渐
边缘化的巴勒斯坦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时间非常敏感

“回归大游行”抗议活动被认为是此次冲突的
导火索。约旦 《宪章报》 报道称，“回归大游行”
寄托着巴勒斯坦人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能
够回到自己家园的希望。而现在，复杂的地区和
国际形势使他们的梦想遥遥无期，失望甚至是绝
望的情绪在不断发酵。

此次激烈交火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连任
总理以来，加沙地区巴以冲突首次升级。

中东媒体注意到，此轮冲突的爆发时间十分
敏感。一是5月9日是以色列的国庆节；二是巴勒
斯坦 5 月 15 日将迎来巴勒斯坦的“灾难日”纪念
活动；三是美国政府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世纪
协议”即将出炉。这些因素叠加，进一步激化了
巴勒斯坦民众的焦虑情绪。

“美国推出的‘世纪协议’偏向以色列，把巴
勒斯坦完全边缘化的意图非常明显。”李伟健分
析，巴以冲突激化，与中东地区局势的深刻变化
密切相关，更与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大幅调整密
不可分：一是把伊朗树立为中东头号敌人，试图
建立地区反伊联盟；二是推动海湾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改善关系；三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偏向以
色列，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把美国

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
李伟健认为，巴勒斯坦问题逐渐边缘化对于在

巴以力量对比中始终处于弱势的巴勒斯坦人来说，
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对峙仍在持续

巴以双方虽暂时罢手，局势暂归平静，但对
峙仍在持续。

报道称，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各派别要求以色
列尽快缓解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色列则要求巴
勒斯坦人完全停止“回归大游行”，遭到巴方拒
绝。以色列 《新消息报》 称，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准备继续对巴武装组织采取行动，但行动需要

“耐心和远见”。
“以色列会暂时按兵不动。”李伟健认为，以

色列不希望把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巴勒斯坦问
题上，因此会见好就收。但巴以冲突将仍是常
态。自哈马斯 2007 年控制加沙地带以来，巴以之
间已经形成了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态度也让巴以局势雪上加霜。据“今
日俄罗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日来的巴
以冲突接连发布两条推文，明确支持以色列。

外部环境的变化会让巴勒斯坦变得更加激
进。外媒分析，巴以、巴美关系一直是巴内部温
和派和激进派权力斗争的着力点。随着中东大环
境的变化，巴勒斯坦人正在失去传统支持者海湾
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伊朗和土耳其对巴勒斯坦
激进派的支持力度却在上升，因此激进派在巴内
部的影响力将会提升。

“巴以问题长期停滞不前，导致广大巴勒斯坦
民众特别是加沙地带居民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绝
望的巴勒斯坦人很容易被发动起来，投入反以武装
斗争。”李伟健表示，巴以局势前景不容乐观。

“平成日本研究”成果在京推介

本报北京5月7日电（记者严瑜）5月7日，中国社科
院日本研究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及中国社科院中日社会
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登峰战略—平成日本研究”
系列成果推介暨日本改元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登峰战略—平成日本研究”系列成果由中国社科
院日本研究所组织相关学者撰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发行。本系列研究因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国
际环境与日本历史转型的时代变局，旨在对日本过往
30年的重大现实课题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剖析“平成
时代”，展现日本内外形势及中日关系全景。本系列成
果拟从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视角对日本
的平成时代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并对平成时代以来
出现的重大问题给出中国学者的回答。

据悉，本项目2017年开始启动，计划在5年期间，出
版 30 余部学术著作，目前已经出版《日本平成经济通
论》《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平成时期日本的东亚
区域经济合作》《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日本全要
素生产率研究》《平成日本社会问题解析》《少子老龄化社
会——中国日本共同应对的路径与未来》等7部。

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于本系列研究成果给予高
度评价和肯定。另外，会议还从政治、经济、外交、
社会与文化等视角深入探讨了日本改元对日本社会及
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停火”能平息巴以冲突吗？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国 际 时 讯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菲律宾宣布将停止进口外国垃圾

据新华社马尼拉5月7日电（记者袁梦晨、郑昕）
菲律宾政府 7 日说，总统杜特尔特日前已指示相关部
门，菲律宾今后将停止从国外进口垃圾，菲方还敦促
加拿大按时运回滞留在菲的69个装满垃圾的集装箱。

菲总统发言人萨尔瓦多·帕内洛说，杜特尔特日前表
示，菲律宾绝不做“垃圾回收站”，加拿大必须将滞留在菲
的69个装满垃圾的集装箱在5月15日前运回加拿大。

菲律宾海关7日也发表声明说，加拿大政府已同意
将这批垃圾运回，相关运输费用也将由加方承担。但加
方向菲方通报，由于垃圾入境要履行多项手续，需耗时
数周，加方可能无法赶在5月15日前运回这批垃圾。

2013年至 2014年间，一家加拿大公司向菲律宾出
口103个集装箱的垃圾，集装箱外贴有可回收塑料的标
签。截至目前已有34个集装箱的垃圾被处理，但仍有
69个集装箱长期滞留在菲律宾的港口。

菲海关表示，经检查发现，这 69个集装箱中有大
量电子产品垃圾、厨房垃圾等。菲指责加拿大的行为
违反了巴塞尔公约，并一再敦促加拿大运回这批垃
圾。巴塞尔公约旨在遏制越境转移危险废料，特别是
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和转移危险废料。

5月 6日晚，中国河南濮阳华夏卫风乐团暨杂技专场音乐会在奥
地利维也纳举行。本场音乐会是由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举办
的“美丽中国，携手世界”主题中文日活动之一。图为演员表演杂技。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5月6日，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一名巴勒
斯坦儿童在挑选灯具。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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