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關
係
綿
裡
藏
針

二〇一二年三月七日 星期三2要聞 責任編輯：趙汝慶
美術編輯：譚志賢

奉行與鄰為善奉行與鄰為善 呼籲相向而行呼籲相向而行

對於生活
在中國的老外
們而言，最為
神秘的一個詞就是 「關係」。許多
駐華外交官們被告知： 「你要和中
國人搞好關係，這關係到你們國家
與中國的關係。」令老外一頭霧水
。 「關係」左右着中國人的生活方
式、處事方法乃至生存狀態，重要
性不言而喻。

外交部長楊潔篪在6日的記者
會上，共用了 29 個 「關係」來闡
述中國外交。其中，中美關係提到
8 次，中日關係同樣是 8 次，中俄
關係則是4次，其餘還有中印關係
、中歐關係、中日韓三國關係、中
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等等。當然，各
種關係內容不同，中俄是 「全面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中美是 「相互
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中日是 「戰略互惠關係」。這些
數據與表述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
外交注意力的分布方向，以及發展
現狀。

人際關係中，每個個體均有獨
特的思想、態度、性格、行為模式
，這對情緒、溝通、運作、效率等

均有極大的影響。國際關係如同人際關係一樣，
首先要定位好自我的角色，然後才能有的放矢，
區別對待，處理好或合作或競爭、或領導或服從
的關係。面對美債、歐債危機，中國拒絕做救世
主，也拒絕盲目地 「學雷鋒」，但又重申反對唱
空歐洲。西方要求中國學習雷鋒，提供志願付出
，但忘記了雷鋒精神的另一面是 「立場堅定鬥志
強」。在棒殺與捧殺雙重壓力下，中國外交正變
得理性，國家利益永遠放在第一位，從而能夠有
理、有節地處理好對外關係。

維護關係最為重要的是做好溝通，避免因文
化差異和 「話語」不同造成隔閡與障礙。儘管在
價值觀上仍然存在差異，但中國正越來越融入國
際通行的話語體系，並參與制定遊戲規則。以中
美關係為例，經濟、軍事、文教等不同領域和層
級的對話渠道不斷拓展。中國同時也在 G20、
APEC、六方會談等多邊平台上發揮建設性作用
。楊潔篪在記者會的答問上共用了 40 次 「夥伴
」，這既是一份有分量的外交成績單，也最直觀
反映了中國和平外交的戰略取向。

中國領導人也開始更多地用私人關係資源來
為外交服務，並取得良好成效。習近平副主席上
月訪美期間，重訪艾奧瓦州馬斯卡廷市，與 27
年前見面的老朋友茶敘敘舊，其親和力贏得了廣
泛讚譽。今年是大選年，中、美、俄、法等許多
國家都將進行大選或換屆，各國新領導人之間將
構建新關係，成為國際格局中的特殊凝結點。

中國是安理會五常之一，經濟總量全球第二
，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航母、殲 20 相繼亮相，
但在南海、釣魚島等問題上，卻總給人以 「忍氣
吞聲」、 「強國無外交」的感覺。《墨子》裡講
： 「親戚不附，無務外交。」提醒必須首先處理
好自家人關係。外交政策當然不能意氣用事，但
也要得到公眾的認同與理解，這就需要外交部門
多做工作，處理好與公眾的關係。而且，在 「大
外交」時代，外交牽涉投資、貿易、匯率、氣候
變化、海洋、軍控等方方面面，這就更是一門高
深的 「關係學」了。

外交部長楊潔篪在六日舉行的記者會
上表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屬性
沒有改變，距離基本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中國 「不妄自菲薄，也不好為
人師」 。他指出，中國致力於通過對話協
商和平解決矛盾和分歧，並強調由直接當
事國通過談判妥善解決南海爭議。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六日電】

楊潔篪指出，今年中國外交的首務是服務於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妥善應對外部各種風險和挑戰，
爭取更多有利的外部環境。他表示，要堅定地維護
國家的主權和安全，通過對話、協商、談判處理和
解決國際和地區問題，發揮負責任的大國作用。

與亞洲國家貿易逾萬億美元
「這個世界是一個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

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沒有喇叭，但是我
始終認為數字比喇叭重要。」楊潔篪指出，中國奉
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政策，致力於深
化同亞洲國家的互利合作。

他強調，中國已成為周邊大多數國家最大貿易
夥伴，去年中國與亞洲國家貿易總額超過一萬億美
元，在亞洲地區投資近200億美元，在科技、金融、
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此外，中國在處理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推進區
域合作等方面與亞洲國家共同合作，並加強了人文
交流。

楊潔篪稱，希望有關各方尊重中國的正當權益
，與中方相向而行，避免可能使局勢複雜化的言行
，共同推動亞洲的穩定、發展與進步。

談到南海問題，楊潔篪表示，中方一貫主張以
事實為基礎。根據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由直接當
事國通過談判妥善解決南海的爭議。爭議解決之前
，可以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中國同東盟國家
就《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指導方針達成一致。他相
信，中國和有關國家有能力、有智慧處理好南海問
題，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中美交往合作大門越開越大
楊潔篪表示，中美《上海公報》發表 40 年來，

中美關係經歷了風風雨雨，總的態勢是不斷向前發
展，雙方交往合作的大門越開越大。亞太是中美利
益交匯最集中的地區，中國希望並歡迎美國在這一
地區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他重申中美關係和則兩利、鬥則俱傷，保持健
康穩定發展是兩國共同責任，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
利益。雙方應始終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中美聯
合聲明的原則，切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
切。美方尤其要恪守承諾，慎重、妥善處理例如台
灣、涉藏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應繼續通過
高層互訪、接觸，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渠道來加
深溝通協調，增進戰略互信，排除各種干擾，建立
起大國之間良性互動、合作共贏的新局面。

楊潔篪指出，謀和平、求發展、促合作是亞太
地區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可阻擋。有關各方
都應該致力於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致力於本地區
的發展繁榮。中國希望並歡迎美國在這一地區發揮
建設性作用的同時，也希望美國尊重中國的利益和
關切。中國願意同美國和本地區的其他國家一起，
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穩定、發展的亞太地區。

對於俄羅斯大選後的中俄關係，楊潔篪稱今年
將搞好高層接觸互訪，加大相互政治支持，推動全
方位互利合作、人文交流及國際和地區事務的合作
。今年還中國將主持上合峰會，楊潔篪介紹將制定
未來十年發展戰略，部署建立多邊合作融資保障機
制，討論完善應對本地區和平穩定安全事態措施。

就中東問題，楊潔篪表示應該由中東人民自己
解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沒有歷史積怨，有的
是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和攜手維護和平、促進發展
的共識。中方關於處理和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六點主
張和呼籲，得到國際社會普遍重視和越來越多的理
解支持。

關於歐債危機，楊潔篪回應稱中國對歐洲和歐
元一直抱有信心，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來支持歐元和
歐洲金融的穩定，中國願意繼續向歐洲投資，達到
互利雙贏的目的。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六日電】中國外長楊潔篪
六日回答有關中日關係的問題時強調，中方主張雙
方應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基礎上，不斷增進政治
互信、擴大各領域的務實合作、增進國民感情，推
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處理好釣魚島等敏感問題
楊潔篪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來，兩國關

係在各方面取得長足進展。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中日
關係。中日關係當中存在的歷史、釣魚島等敏感問
題，希望日方充分認識到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
性，關係到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和大局。日方應真
正做到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切實從兩國關係的大
局出發，處理好一些十分敏感的問題。

楊潔篪指出，增進中日戰略互信的關鍵是要從
戰略上正確客觀認識對方的發展，真正視對方的發
展為機遇，把對方看作是自己發展的夥伴。增進國
民感情是一項系統工程，雙方都要着眼長遠，多層
次地做工作，特別是要多做青年之間的交流工作。

今年中國是中日韓合作的協調國，溫家寶總理
將在中國與日本、韓國領導人舉行第五次中日韓領
導人會議，中國願同日、韓方面加強協調合作，深
化務實合作和社會人文交流，並就重要的國際地區
問題交換看法。各方應該努力來推進中日韓自貿區
的建設，深化三國面向未來的全方位的合作夥伴關
係。

核安全峰會制定新措施
在回應朝鮮半島局勢進展時，楊潔篪表示維護

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實現半島無核化，實現有關國
家關係正常化，構築東北亞和平安全機制，符合各
方共同利益的，也是國際社會的期待，現在六方會

談已經成為解決處理上述問題有效機制和重要平
台。

中國作為六方會談的主席國，一直在同各方保
持密切的接觸和對話，作勸和促談的工作，也取得
了一些重要的成效。中國對最近朝美對話取得的積
極進展表示歡迎。中國希望各方凝聚智慧、排除干
擾，共同為推進六方會談的進程，為實現半島的無
核化和東北亞的長治久安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第二屆核安全峰會本月下旬將在首爾舉行，中
國領導人將應邀出席。楊潔篪介紹，峰會期間，各
方將圍繞加強核材料和核設施的安全，加強防範核
恐怖活動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也會制定新的加強核
安全的具體措施，有利於進一步凝聚國際社會的核
安全共識。

【本報記者賈磊六日電】 「這個世界是一個很
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
，有人沒有喇叭。但是我始終認為，數字比喇叭重
要。」外長楊潔篪今日此番話令台下記者眼前一亮
，會後迅速被廣泛引用和解讀。

記憶中，楊潔篪曾在前幾年的記者會上借喜歡
打乒乓球，說自己是個不服輸的人；又以 「調焦距
、對光圈」形容相互了解是發展國與國關係的基礎
；還曾提到過不能用 「油畫標準」欣賞 「中國水墨
」。講完了體育、攝影和美術，今年又說到了樂器
。沉穩嚴謹的個性之上，楊潔篪也試圖用形象的語
言闡釋嚴肅刻板的外交辭令。

國際輿論的聲場中，歐美國家擁有最強大的
「喇叭」，最響的聲音，主導着幾乎所有重要議題

；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有的是小 「喇叭」，
各自積極發聲，越來越不容他人忽視；但一些貧窮
落後的國家，則至今尚沒有 「喇叭」發出自己的聲
音。

中國應擁相匹配話語權
今天的世界，信息氾濫而多元本來就容易讓有

價值的聲音埋沒，一方面說話必須盡可能提高分貝
，因為這決定了自己的聲音和意見能讓多少人聽到
；同時，一樣的 「音符」，不一樣的 「音色」會給
聽者以不同的感受和理解。能否讓國際國內不同的
輿論場更好理解接受，爭取更多的支持和認同，還
需對 「音色」更精心的雕琢，更好的消除 「雜音
」。

話語權是軟實力的體現，需要更多
的媒體走向國際化，改進宣傳策略和溝
通技巧。就像對於評價一個人，除了能
力的認可之外，要有觀念的認同、良好
的形象才能贏得長久的信任和支持。

正如楊潔篪所言，中國日益成為解
決國際地區熱點問題的建設性參與者和
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因此
，中國應當擁有和自己國力相匹配的話
語權。能否吹響 「喇叭」取決於能否有
足夠的底氣、中氣。這就要求在國內繼
續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
正義，練好內功，才能讓 「喇叭」傳出
的聲音更和諧，傳播的更遠更有力。

特寫

楊潔篪的喇叭論

中日應加強互信增進國民感情

楊潔篪冀各方尊重中國權益楊潔篪冀各方尊重中國權益

中美 中美關係和則兩利、鬥則俱傷，保持健康穩定發展
是兩國共同責任

中日 中日關係當中存在的歷史、釣魚島等敏感問題，希
望日方充分認識到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

中俄 中俄今年將搞好高層互訪，加大相互政治支持，推
動全方位互利合作、人文交流及國際和
地區事務的合作

中歐 中國願意繼續向歐洲投資，達到互利雙
贏的目的

楊潔篪論中外關係楊潔篪論中外關係

◀楊潔篪外長步入記者會會場
新華社

▲記者向楊潔篪外長提問 新華社

▶楊潔篪暢談
中國外交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