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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吸引全球目光

阅兵当天，世界各国的媒体纷纷在首页
重点区域、甚至头条位置进行特别报道。

这几日，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的话语，
登上各大外媒的显要位置。菲律宾通讯社网
站 10月 1日刊载 《习近平：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撼动中国地位》 长篇文章，以“中国不会
谋求霸权”“改变中国命运的70年”“生态环
境保护”等 6个小标题，详细介绍了 70年来
新中国走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伟大
的发展成就。

拉丁美洲通讯社在首页即时新闻区，对
习近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作了全文摘编。此外，该通讯社的首页也
刊登了一篇题为 《中国，大国崛起年鉴》 的
文章，文章详细梳理了1949年至2019年中国
大事记。

“阅兵成为中国向外部世界展示军事实
力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新闻社
在报道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时这样
表示。塔斯社也在首页重要位置连发 3 篇文
章报道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重
点关注了本次阅兵展示的各项武器装备，
并对群众游行的相关细节做了介绍。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头条开设图文直播页
面，实时更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消息。
直播页面提及，庆祝大会上象征56个民族的
56门礼炮鸣放70响，响彻云霄。

法国 《费加罗报》 网站首页头条聚焦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内文介绍了阅兵流
程，并提及民众对阅兵的期待。德国 《每日
镜报》也在首页头版位置对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阅兵进行了报道。

中国的邻国印度也对这场国庆阅兵活动
颇为关注。《印度时报》国际版块头条以《中
国国庆 70 周年大阅兵彰显经济和军事实力》
为题，详细介绍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会的流程。《印度快报》也在首页关注了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称这是对中国人民
民族自豪感的肯定。

新型装备凸显实力

国庆70周年阅兵活动中，装备方阵备受瞩
目。受阅的580台（套）装备，全部是国产现
役主战装备，40%为首次亮相。其中近些年来
广受全球关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
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东风-17”高超音速战
略导弹终于亮相，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建设“一
流军队”的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美联社 10 月 1 日报道，华盛顿和其他地
方的军事规划者们关注中国展示的新型导
弹技术，尤其是中国军方展示的“东风-17”
导弹。

作为中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东
风-41”洲际战略导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法新社称，解放军在阅兵活动上展示了最新的
武器装备，包括“东风-41”战略核导弹。“中国
希望展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政治团结和保护
自身利益的决心。”报道援引一名分析人士的
话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用图文直播了中国
阅兵式的全过程。报道称，此次阅兵的一大
亮点是“东风-41”首次公开亮相，这款强
大的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今后几年中国火
箭军武器库中的“中流砥柱”。“东风-41”
由导弹发射车运载，具有高机动性，提高了
生存能力和操作灵活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项目认为，“东风-41”
射程可达 1.5 万公里，能够搭载 10 枚独立瞄
准目标的核弹头。

从积贫积弱到拥有日益强大的国防力
量，中国通过此次阅兵活动发出了大国自信
的信号。英国 《卫报》 报道称，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刚经过
内战，如此贫穷，只好让 17 架飞机在阅兵
式上飞了两遍。今天中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

大国，精心筹备的庆典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和
军事力量。

美联社10月1日报道指出，这次活动凸显
了中国武器技术的迅速发展，阅兵展示出中国
正成为一支不断壮大的全球力量。

世界为中国喝彩

国庆 70 周年，中国的庆祝仪式盛大恢
弘，折射出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
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外媒对此纷纷点赞。

日本《每日新闻》10月1日发表社评称，就
像拿破仑的预言一样，“沉睡的雄狮”苏醒了，
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震撼了世界。曾经是全球
最贫穷国家之一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样
的发展值得在人类史上大写一笔。

《日本经济新闻》 10 月 3 日发表社论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1978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一跃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之迅猛，令全
世界为之惊叹。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得到世界认
可。俄罗斯 《生意人报》 网站 10 月 2 日刊
登题为 《伟大的中国梦》 一文指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力已全面铺开，它不只

变得更富影响力，吸引力也与日俱增，并
将海内外华人紧密团结起来。这正是国家
发展的战略所在，也可以概括为“伟大的
中国梦”。

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国际舆论肯定。希
腊 《中希时报》 刊载国际智库组织欧中发展
研究中心主席阿玛利娅·马提亚的文章称，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创造的伟大成就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富强起来并前所未有地站在了世界舞台
的中央，十分了不起。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世界
经济繁荣和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70年风雨兼程，伟大中国为世界
增添无限绚丽光彩。

德国 《法兰克福评论报》 网站日前发表
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的评论文章称，中
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强大、最有创新精神的
国家之一，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东方
大国的崛起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变迁。中国
在近几十年里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历史中是独
一无二的。

上图：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受
阅的维和部队方队。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
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前进步伐。”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同时出现
的还有新时代人民军队的英姿和国产最新武器
装备。

军人们挺拔威严的身姿，整齐有力的步伐，
尽显中国军威。全新亮相的武器装备，彰显中国
军事实力。昂首自信的中国让世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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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晚，惊悉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辞世。
这位被法国媒体称为“热爱中国的人”仙逝，留
给中国文博界无尽的思念。许多了解和熟悉希拉
克中国文物情结的中国文博机构和文物工作者，
无不扼腕痛惜他的离去，大家都会回忆并称赞希
拉克对中国文物和考古的热爱与精深研究造诣。

痴迷中国考古
希拉克倾心中国文物，始自少年时期时常流

连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对中国文物和中国考古的
热爱伴随他一生。

1978 年，时任法国总理兼巴黎市长的希拉
克来华访问，成为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第一位
外国人。从此，他不遗余力向国际社会推介兵
马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
表示：“在秦兵马俑走向世界、享誉全球的过程
中，希拉克先生功不可没。”希拉克对秦始皇陵
考古发掘极为关注并抱有很大期待，他多次强
调，秦始皇陵一旦发掘，一定会是世界第八大
奇迹。

1998年，他曾在办公室与到访巴黎的陕西省
考古所原所长韩伟促膝长谈，详细询问了西安北
郊汉墓发掘工作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为什么至今
不能发掘秦始皇陵、陵墓下是否有城墙、秦国凤
翔和西陵芷阳东陵的具体位置等十分专业的问
题。之后，希拉克又多次访问北京、上海、西安、江
苏、湖北、四川……所到之处，参观当地重要的考
古发现是必有的项目，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
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都留
下了他恋恋不舍的身影。

数年后，韩伟感慨地说，我钦佩希拉克个人
的魅力，更欣赏他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对东方文
明的深刻理解。

希拉克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情有独钟，造诣
颇深。1998年，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会见时任上海
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时，翻看马承源赠送的《中国
青铜器全集》中的一张图片，希拉克脱口而出：

“这是不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器？”一位外国
元首如此专业的提问，令马承源这位青铜器研究
大家惊叹不已。马承源后来回忆说，希拉克对中
国文化的挚爱并非虚言。2002年，希拉克出席北
约首脑会议期间，“开小差”看青铜器图录，被法
国记者用长镜头拍到，并以《总统忙里偷闲，研究
中国青铜器》为题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自此，希拉
克痴迷中国文物广为世人所知。

结缘中国文物工作者
对中国文物和考古的热爱，促成希拉克与

中国很多知名文物专家进行过学术交流，并成
为私交甚好的朋友。他与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
承源的终身友谊，成为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佳
话。1997年，希拉克访华期间，在马承源的陪
同下参观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两人在关
于青铜器器形和纹样的讨论中相谈甚欢，以至
于专机不得不推迟起飞。

由此，希拉克与马承源结下深厚友谊，并
定期联系，交换青铜器研究心得。1998年，上
海博物馆应邀赴巴黎赛努奇博物馆举办馆藏青
铜器展，马承源率团赴巴黎出席展览开幕活
动。希拉克亲自向马承源颁授法国最高级别的
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以表彰他对世界文化交
流的突出贡献。

因为对中国文物和考古的热爱，对中国文
物和中国考古工作者，希拉克一直尊重有加，
甚至偏爱。每逢中国文物在巴黎展览，希拉克
一定会安排时间专程前往并认真观看。希拉克
虽然日程紧张，但绝不吝啬时间与中方专家和
工作人员交流、了解展品并在随行人员的催促
声中坚持与大家分别合影，展厅里一片轻松愉
快的氛围。2010年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
会第22届大会闭幕式上，希拉克作为演讲嘉宾
从后台冲上前台颇具戏剧性。因为大会前面议
程拖延时间太长，希拉克等不及就直接上台拿
起话筒开讲，以致主持人都没来得及正式介绍
他。在中国，面对博物馆人，希拉克展现出他
真性情的一面。

推动中法文物交流
希拉克曾说：“我本人十分景仰有着最古老

最丰富文明的中国，我爱中国。”在总统任内，
希拉克先后发起了“中国文化季”“中法文化
年”等活动。《中国考古发现展》 成为 2000 年
中国文化季的重头项目；《神圣的山峰》《四川
省出土文物展》《孔子文物展》《康熙时期艺术
展》等4个国家级大型文物展览，2003-2004年
在巴黎中国文化年密集亮相，这是自上世纪70
年代中国文物首展巴黎以来，中国文物、中华
文明再次震撼巴黎。期间，希拉克陪同到访的
中国贵宾共同参观 《孔子文物展》 并亲自讲
解，时间由预定的40分钟延长到100分钟。

希拉克卸任法国总统后，依然关心和支持中
国文物、博物馆和考古事业。2010年国际博物馆
协会第22届大会在上海召开。希拉克应国家文物
局的邀请专程赴上海出席会议闭幕式并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演讲。在甘肃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祖
国一事上，希拉克同样功不可没。2010年上海国
际博物馆协会大会期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
潮请求希拉克为这批重要流失文物回归提供帮
助，希拉克给予了积极回应。2011年中国文物展
览在希拉克总统博物馆开幕之时，宋新潮专门赶
赴希拉克的家乡萨朗拜访，希望他能发挥影响，支
持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文物返还要求。希拉克高兴
地表示支持，并愿意就此事协调吉美博物馆馆长。
2015年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希拉克先生为中国文物和中国考古走向世
界、对推动中法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

布尔诺国际机械博览会开幕
10月7日，第61届布尔诺国际机械博览会在捷克城市布尔诺开幕。
上图：观众在博览会上体验KUKA公司展出的自动机械臂。
下图：小朋友在博览会上观看展出的自动化设备。

新华社发 （达娜·科什奈洛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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