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中新
社華盛頓十六日消息
：正在美國洛杉磯訪
問的中國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十六日在出席當地華人華僑歡迎晚宴，盛讚旅
美僑胞過去三十多年來為中美雙邊關係作出的積極貢
獻，他還同時向美國華人華僑提出三點殷切希望。

習近平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中
美建交三十多年來的雙邊關係，特別是互利共贏的雙邊經貿關係
的快速發展，同廣大旅美僑胞的貢獻密不可分。

習近平向大家提出三點殷切希望──

樹守法文明關愛社會形象
一是繼續發揚中華民族 「以和為貴，協和萬邦」的優良傳統

，努力成為與駐在國人民和睦相處的典範。
他希望旅美僑胞繼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品質和傳統美德，積

極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尊重駐在國法律，尊重當地社會和民族習
俗，關注環境保護，尊重僱員權益，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法的同
時，注重回饋當地社會，努力在海外樹立守法誠信，舉止文明，
關愛社會，團結和諧的良好形象。

二是繼續發揮熟悉駐在國，了解祖籍國的獨特優勢，努力成
為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與世界人民友好相處的典範。

習近平表示，當代中國的持續快速發展，為廣大海外僑胞自
身的事業發展提供了寶貴機遇，旅美僑胞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
更高的知識層次，以及國際商業運作的眼光和管理經驗，希望你
們在繼續努力為駐在國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抓住中國發展的大
好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繼續以各種方式加強與中國各方
面的聯繫、溝通，參與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促進中國與
駐在國的經濟、科技交流與合作，在互利雙贏的實踐中實現自身
事業更大發展。

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交流
三是繼續發揮了解中華文化的獨特優勢，努力成為弘揚中華

優秀文化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典範。
習近平說，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

，是中華民族薪火相傳，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隨着中國綜合國
力的提高和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擴大，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
掀起了一股中國文化熱和漢語學習熱，希望廣大旅美僑胞積極主
動向當地主流社會宣傳介紹中華文化，讓美國人民真實客觀地了
解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了解中國的和平發展理念，同時不斷加
深駐在國與中國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合作交流，讓世界通過
你們進一步了解開放的中國，也讓開放的中國通過你們進一步走
向世界，從而為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和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發揮
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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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盼僑胞協和萬邦

井水集社 評

習近平訪美

出席洛杉磯華人華僑歡迎晚宴

【本報訊】中通社十七日消息：外媒熱議習近平訪美在國際舞台上展現
了他溫和親切的一面。

在十五日的安排中，無論是會見美國國會兩院重要議員，還是出席美國
友好團體的歡迎午宴，尤其是故地重遊馬斯卡廷，習近平的魅力外交幾乎沒
有放棄每一個細節，一個自信從容、有情有義、真誠友好的中國領導人形象
正在不知不覺地走進美國人心中。

美國媒體報道稱，習近平的艾奧瓦之行 「是一次充滿愛的外交」。猶如
當年鄧小平訪美頭戴牛仔帽的經典形象一樣，習近平的馬斯卡廷之行很可能
會成為以後美國人在認識中國人時自然而然浮現出的形象。

韓國《朝鮮日報》則以 「國際舞台展現溫和親切形象」報道了習近平訪
美，充滿讚譽之詞。文章說，習近平和奧巴馬會面時，兩人都穿了一身藏青
色西裝，搭配白色襯衫、藍色領帶。每次握手時，習近平的臉上都帶着滿臉
的微笑。他在奧巴馬講話時雙手緊握，注視對方的眼睛，表現出鄭重的
態度。

外媒稱，在習近平的訪美講話中，已經時不時地透露出一個有情有義的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形象。特別是當他用自己親身經歷講 「鼓嶺故事」──二
十年前他幫助一對美國老夫婦圓 「中國夢」的往事，在場的所有人都被深深
打動了。很明顯，習近平在這些公開場合中的表現決非是事先導演，很多親
身經歷的故事也不是他人所能了解的。

許多美國媒體都由衷地稱讚習近平所表現出的有情有義的鐵漢柔情。

習近平展鐵漢柔情

十七日，迎着濛濛春雨，登上福建福州鼓山之北的
鼓嶺，沿着一條長滿青苔、雜草的青石路，中新社記者
見到了宜夏別墅。在雨霧中，這座用石頭建成的別墅台
階濕滑、大門緊鎖，顯得寂靜而又別具韻味。二十年前
，來自美國的加德納夫人 「圓夢」於此，宜夏別墅見證
了中美兩國人民深厚的情誼。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十五日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友
好團體歡迎午宴時講述了他幫助加德納夫人圓 「中國夢
」的故事，令在場的中外嘉賓無不動容。

一九九二年春天，時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
從報紙上看到一篇《啊！鼓嶺》的文章，講述了一對美
國夫婦對中國一個叫 「鼓嶺」的地方充滿眷念，渴望故
地重遊而未能如願的故事。

福州避暑勝地
文中的鼓嶺在福州鼓山之北，海拔八百米左右，炎

夏最高氣溫不超過攝氏三十度，是避暑勝地。一八八五

年，自一名美國人在鼓嶺宜夏村建起第一座別墅後，英
法美日等二十多個國家在福州人員聯合成立「鼓嶺聯盟」
，租用鼓嶺的田地、山園，先後營建三百多幢避暑別墅。

密而頓．加德納生前是美國加州大學教授，他一九
○一年隨父母來到中國，在福州度過快樂的童年，鼓嶺
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一九一一年他們全家遷回加州。

在此後的幾十年，加德納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再回中
國故園看一看。令人惋惜的是，他直到去世也未能如願
，臨終前仍不斷念叨着 「Kuling，Kuling（鼓嶺）」。

習近平說，加德納夫人雖然不知 「Kuling」在什麼
地方，但為了實現丈夫的心願，她多次到中國尋訪都無
果而返。後來，她在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的幫助下，終於
查明 「Kuling」就是福州市的鼓嶺。

在習近平安排下，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加德
納夫人來到丈夫生前難以忘懷的鼓嶺，看到那個美麗的
地方，看到丈夫兒時曾徜徉其間的空濛雲霧、滴翠青山
。那天，鼓嶺有九位年屆九旬的加德納兒時的玩伴，同

加德納夫人暢談往事，令她欣喜不已。

「故事已成永恆」
加德納夫人到訪鼓嶺當晚，在宜夏別墅住

了一晚，陪伴她的是鼓嶺的風聲、蟲鳴聲，還
有別墅前的兩棵筆直的柳杉。據全程記錄加德
納夫人福州之行的《福州晚報》記者喬梅回憶
，第二天清晨，加德納夫人說： 「這是我來中
國後睡得最香的一夜。」

「加德納對中國有着很深感情，在世時每
天都要吃一碗米飯，加德納夫人被他的中國情
結所感動。」喬梅說，加德納的故事感動着加德納夫人
，而加德納夫人為丈夫圓 「中國夢」感動着中國人，整
個福州之行加德納夫人都被中國人的熱情深深打動着。

如今已退休的喬梅回憶起此次採訪，她說： 「加德
納夫婦的故事深深打動我，它跨越了近百年的時光，給
人帶來溫暖與感動，我是被這個故事感動着寫完新聞稿

，當年，我取的標題是《故事，將成永恆》，如今，故
事已成永恆。」

宜夏村村委會主任郭明棋向記者表示，在鼓嶺居住
過的各國友人，對鼓嶺感情很深厚， 「像加德納夫人這
樣的故事很多，我們很歡迎曾經在鼓嶺居住過的各國友
人再次回到鼓嶺，再續情誼。」【中新社福州十七日電】

追尋習近平助美老人鼓嶺圓夢故事

外媒熱議

▲十七日，福州宦溪鄉宜夏別墅在雨霧中顯得寂靜而又
別具韻味。二十年前，在習近平幫助下，來自美國的加
德納夫人為夫 「圓夢」 於此 中新社

▲習近平十六日在美國洛杉磯出席當地華僑華人舉行的
歡迎晚宴。 中新社

▲習近平十六日在洛杉磯出席當地華僑華人舉行的歡迎晚宴時，與僑
界代表親切交談。 中新社

關 昭

習近平訪美盡顯外交家風采 「吃一塹」已矣 「長一智」可期
無論從政治意義還是人文角度上看

，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這次訪美，都
是圓滿成功的。連日來，美國媒體爭相
報道這位來自中國的 「特殊客人」 ，他
們興奮筆觸下的溢美之詞，更多的不是
緣於隨訪貿易團帶去的數百億美元大單
，而是這位可能影響未來中美關係走向
的中國領導人的獨特風采。

就連最苛刻的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
認，習近平與他們慣常觀念中的中國領
導人不太一樣。他在講演中以 27 年前
訪問艾奧瓦州獲贈的一把 「金鑰匙」 開
篇，以 20 年前幫助一位美國老人圓
「中國夢」 的故事作結；他多次引經據

典妙喻兩國關係，在華盛頓短短兩天時
間裡，他引用名人名言、古詩歌詞等不
下10次。

在備受關注的艾奧瓦州之旅中，與
舊時友人的 「茶敘」 細節更是充滿溫情
。他不僅舉杯與美國民間友人共飲，還
在交談中提及家中飼養的兩隻寵物狗和
美國經典影片《教父》。更出乎外界意
料的是，報道稱他還將在訪問洛杉磯期
間與美國副總統拜登一道觀看美國職業
籃球聯盟（NBA）的比賽。細心的美國

媒體人甚至注意到，習近平在公眾場合
毫不拘謹，神態輕鬆，與他人交談時總
是專注看着對方的眼睛，舉止莊重大方。

當然，盡顯平和姿態的習近平也並
未迴避敏感問題，他不僅與美國總統奧
巴馬深入討論了中美貿易、人民幣匯率
和敘利亞問題，還公開發聲希望美方切
實履行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反對
「西藏獨立」 的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涉

藏問題，彰顯中方在原則問題上的堅定
立場。就這樣，在諸多國際媒體的競相
報道中，一個自信淡定、瀟灑自如、隨
和開放、富人情味的中國領導人躍然紙
上，展現在世界面前。

那麼，一個更具親和力、感召力的
中國領導人形象，可以向國際社會釋放
出怎樣豐富的信息呢？答案不言而喻。

隨着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不斷
提升，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中國的地位
和影響，與此同時，由於意識形態、價
值理念的差異、冷戰思維的作祟及對中
國快速發展的不適應，國際上 「中國威
脅論」 、 「中國強硬論」 層出不窮，各
種懷疑、擔憂、疑慮、猜忌呈現 「樹欲
靜而風不止」 的態勢。

這種情況下，唯有針對各國對中國
崛起的不同層面的擔憂和文化傳統，開
展有針對性的公共外交，展開有效的戰
略溝通，才能更好地傳播中國政策、理
念和文化，增進外部世界對中國基本國
情、價值觀念、發展道路和內外政策的
了解和認識，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社會
的理解和支持，進而能夠以一整套 「源
於中國而屬於世界」 的核心價值觀與世
人共享，引導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治理
進程。

習副主席訪美展現的柔性外交可謂
「四兩撥千斤」 ，充分展現了外交家風

采和人格魅力，增進了國際社會對於中
國致力於和平發展、構建和諧世界的認
識。

今天，中國外交已經站在新的歷史
起點上，肩負着新的時代使命，中國公
共外交的舞台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
廣闊。從習近平副主席訪美這一被稱為
「充滿愛的外交」 中，我們期待並相信

，公共外交將在不斷提升國家軟實力，
營造良好外部輿論環境，塑造中國民主
、進步、開放、和平的負責任大國形象
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在九龍塘大宅
違規建築風波發生後，昨日出席記者
協會主辦的論壇，提出 「經一事、長
一智」 ，堅決繼續參選。

「經一事、長一智」 ，更常用的
說法是 「吃一塹、長一智」 。 「塹」
本是指鴻溝，如毛澤東詩詞中的名句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一

個人如果在鴻溝面前摔了一跤，在某
事上吃了一個大虧，就應該懂得找出
原因、汲取經驗教訓，以後避免再犯
類似的錯誤，這不就等於長了一分智
慧了嗎？

對唐英年來說，違規事件的確就
是 「吃一塹、長一智」 。 「塹」 者，
是違規建築本來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
大事，但唐未能及時正確面對，主要
是擔心牽扯到妻子，因為之前的 「緋
聞」 風波已經令無辜的妻子要面對公
眾和傳媒；但唐英年不知道，事件的
核心是違規建築而不是 「保護妻子」
。未能把握事件的主要矛盾、及時予
以化解，致令事件越弄糟，這大概是
唐英年通過此次事件所長的 「一智」
了。

相反，唐太郭妤淺承認是自己為
想給家人丈夫建一個安樂窩而忘了後
果，她已為此感到 very very sorry
，希望大家給一個機會，還再次力證
丈夫確有服務市民之心，是個好人。
儘管在違規建築上唐太要負主要責任
，但她態度誠懇，說話簡單直接，沒
有半句搪塞之詞，結果反而贏得公眾
的諒解。唐太的善良、坦率，唐英年
也應該從中 「長一智」 吧。

唐英年大宅違規建築，已是事實
俱在，屋宇署人員前天入屋檢查後已
發出 「勸喻信」 ，要求屋主跟進處理
，清拆應是早晚之事。但前日大批傳
媒出動租用 「吊臂車」 的奇招實行高
空訪攝，最多曾有九台吊臂環立；按
照建築條例，使用吊臂車須事先申請
，人員也應經過培訓，如今大批傳媒
記者連同攝影器材居高臨下，莫說對
唐家其他成員、對四周鄰居造成滋擾
，萬一不幸發生吊臂車翻側事故，在
場還有大批傳媒、示威者和途人，後
果真是不堪設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