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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引发国际舆论强烈反响

华音环洋 金声玉振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

话，及时回应了外界对于中国

的重大关切。这些重要讲话在

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和广泛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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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坚决惩治腐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坚定
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成果赢得国际社
会认可。

2013 年 1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迅速成为国际社
会关注的焦点。境外媒体认为讲话彰显中国共产党反
腐倡廉的坚定决心，赞赏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
认为这种“个性化语言”更加贴近现实，更易于被民
众理解和接受。“‘老虎’‘苍蝇’一起打”从此成为中国
反腐败工作的“标志性口号”，一有贪官“落马”，境
外媒体就会作为背景资料加以引述。在题为 《习近平
的新作风》 的文章中，法国 《世界报》 表示，“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一种形象比喻，习近平要求

“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新加坡
《联合早报》 表示，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如果能够在反腐败
问题上基本建立有效的“惩戒机制、防范机制、保障
机制”，中国共产党就能化解重大风险。

人民意志：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形象展示了中
国坚持走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的自信姿态。习近平
总书记曾在多个国际场合的重要讲话中使用过“鞋子
论”，以此比喻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
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一定会遵循适合自己
的发展道路。

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
知道”。2013年8月26日，在北京同塞尔维亚时任总统
尼科利奇举行会谈时，习近平表示我们珍惜和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会削足适履，也不会照搬
照抄。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表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习近平总书记寓意深刻的“鞋
子论”，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韩国 《中央日报》
表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是中国的
一贯主张。俄罗斯 《独立报》 认为，习近平在莫斯科
通过一场重要演讲，阐明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

人民立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也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
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正是人民立场的明确表达。美
国彭博社评论文章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
习近平关于环境保护的名言之一。

结合中国 40年改革和发展的巨大变迁，国际社会
同样注意到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中共中央治国理政
工作实践中的重要分量，认为这就是在落实“让改革
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的庄严承诺。英国 《泰晤士报》 重点报道遂宁市为中
国经济绿色转型所提供的实践样本，聚焦这座曾因

“上无资金、下无资源”而一度发展滞后的城市，因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而焕发勃勃生机。文章认为，这座曾
经名不见经传的天府新区腹地城市，因为“绿色”改
写了自身“命运”。

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
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日本共同社认
为，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这正是中国政府
向国际社会展示重视环境保护的态度。

人民情怀：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出
发，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
标志性指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不断创新理念和
方法，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农村
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的 10.2%降至 2018 年的 1.7%，减
少了近 9 个百分点。这不仅是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
绩，也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表示，“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浓浓的人民情怀受到国际舆论高
度关注。法国 《费加罗报》 认为，摆脱贫困被列为中
共十九大以来的工作重点之一，“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掉队”的郑重承诺，体现中国领导人将自己置身于脱
贫攻坚工作最前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
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精准脱贫同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一道，被列为“三大攻坚
战”。印度报业托拉斯等纷纷表示，习近平始终将扶贫
作为一项优先任务。

中国抉择：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
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经济全球化进
程遭遇严峻挑战。面对全球经济下滑，国际舆论肯定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拉动世界经济可持
续发展，期待中国发展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也
有声音质疑“中国会否坚持改革开放”。

2018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我要明确告诉大
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一重
要表态不但传递了中方立场以及中国出于自身发展需
要做出的战略抉择，也巧妙回应了贸易保护主义。海
外投资者和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对中国领导人承诺进一
步扩大开放表示欢迎。

2019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国
际舆论看来，举办进博会就是中国在宣示扩大开放的
决心。英国 《卫报》 表示，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期间习近平均对此加以强调。瑞士 《新苏黎世报》 网
站认为，一个明确信息从进博会传向世界——中国市
场是开放的，中国正在努力增加进口。

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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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些国家加大
了对中国的遏制与干扰，新形势下也出现了形形色色
的负面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
然屹立在世界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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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重要讲话被外界视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自
信，对外传递了重要信息——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应
对当前挑战，会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坚定地走下
去。墨西哥通讯社认为讲话彰显了中国力量，日本
共同社认为讲话强调了中国新实力。埃及前外交部
长助理侯赛因·哈里迪表示，尽管面临挑战，但中国
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似乎已经不可阻挡。

中国自信：

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
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自信而坚定地指出：“在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13 亿多人口的
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
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法
新社认为，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表明，中国不会听命于
其他国家，中国也不会任人摆布。美国消费者新闻与
商业频道认为，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坚持改革道路“决
不动摇”。

有舆论表示，“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
教师爷”是中方以坚定措辞和不点名方式，回击外界
对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的不满与指责，认为这一表述

“充满自信”“理直气壮”。英国 《每日电讯报》 表
示，习近平出席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并发表讲
话备受期待，而“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
师爷”是对美国所提要求的含蓄批评。

中国观念：

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
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
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前夕，所谓“文明冲突
论”再次泛起。

2019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认为自己的
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
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多
家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强调，这番讲话赢得现场热烈
掌声。

不少境外媒体结合国际背景认为，习近平的这一
重要讲话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驳斥以及对种族
优越感的强烈谴责。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
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认为，“自己活，也让别人
活”的观点与“救世主式”的夸夸其谈截然不同。俄
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认为，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旨在制定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替代
方案。

中国正告：

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
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
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
痴心妄想

2019 年 10 月 13 日，在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
时，习近平明确表态：“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
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
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中方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引起国际媒体高
度关注。

除尼泊尔的媒体外，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媒体和印度、新加坡等周边国
家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法新社表示，虽然没有点
名，但表态恰逢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之际。《澳大利亚人
报》 则认为，这番表态适用于更广范围。中方立场得
到广泛有效传播，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打击分裂势力
的决心。

中国主张：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上提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
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
互激荡。”

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局势做出的这一重大论断，
不仅赢得外国政要广泛认同，也成为海内外专家观
察审视当今国际局势时频繁使用的表述。新加坡

《联合早报》 在一篇报道中认为，在各方对全球经济
增长前景和多边主义未来愈发悲观、世界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G20 大阪峰会无疑具有特殊
意义。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完
全赞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世界局势的宏观认知
和中方领导人的视角，这也是当前时代需要的见解和
主张。

（执笔人：于运全、孙明、侯晓素、李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