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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 新华社记者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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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舵引航，引领中美巨轮共同前行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

（上接02版）
交流中，习近平主席展现出大国领导

人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历史是公正的，一个政治家的所作

所为，无论是非功过，历史都要记上一
笔。”

“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
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
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
撞。”

交流中，彰显着习近平主席矢志不渝
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挚情怀——

“作为中国领导人，我能够为14亿中
国人民服务，同他们一起创造美好生活，
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责

任。我的态度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交流中，传递着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

上坚定坚决的鲜明信号——
“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

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冷战的恶果殷
鉴不远。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战’表态
落到实处。”

“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
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
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
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
习近平主席讲得真诚、坦率，拜登总

统听得认真、细心，不时予以回应——
“我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讲，历史是公

正的，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
“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

大国。我愿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
国的体制”；

“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
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

会晤“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
成效的”——这是两位元首的共识，也是
中美双方对会晤的共同预期所在。通过
会晤，中美元首向两国、也向世界，发出了
强有力信号。

据了解，两位领导人还共同忆及多年
来彼此交往的点点滴滴，一致同意继续通
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一

次会晤不可能消除中美的矛盾和分歧，解
决两国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付出长
期艰巨努力。但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在推动中
美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上，
中方将始终从两国人民和全人类共同利
益出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美方
接下来将采取何种行动，世界拭目以待。

“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
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共
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开展的这场重大外
交行动上，习近平主席的话意味深长，重
若千钧。 据新华社

“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
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
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
撞。”

1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在
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晤中，双方就事关中
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
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
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阐明新时期中
美正确的相处之道，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
重要性、反对打“新冷战”等达成重要原则
共识。会晤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增加了
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
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信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此次视频会晤，是继今年2月和9月
通电话后，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直接对
话，这也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今年初上台
后，两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以视频形式举行
会晤。

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
关键十字路口。此次视频会晤是中美关
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
事，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会晤
取得积极成果。关于会晤的消息刚一发
布，就有美国媒体评论：这有望成为一个

“让美中关系朝着以合作为基础转变的机
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表示，中美元首间的直接沟通，对两
国关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形成共识、管控分
歧。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新政府总体上延
续上一届政府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在
国际上拼凑反华小圈子，不断挑战中国底

线，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困难。过去几
个月里，中美双方代表先后在美国安克雷
奇、中国天津、瑞士苏黎世和意大利罗马
举行会晤，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所谓“从实
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向美方提出

“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要求美方积极
回应，采取行动切实改善两国关系。

此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
“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力，推动美
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

拜登总统在会晤中也对习近平主席
的话作出积极回应：历史是公正的，美中
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
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
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
指出，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
同愿望，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
命。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表示，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美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在当前这样
一个关键时刻，两国元首的把舵引航，不
仅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
也有着积极影响。

“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

“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
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习近平主席在
会晤中这样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阮宗泽表示，历史一再证明，中美之
间摩擦多了，对两国和世界都是灾难；双
方合作多了，就能做成很多对两国和世界
有益的事。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中美
应该着力推动的四方面优先事项，为两国
未来合作指明路径——

一是展现大国的担当，引领国际社会
合作应对突出挑战；

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
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
量；

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
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

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
产品。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
任达巍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方面优先
事项，既有双边层面的，又有国际和地区
层面的，充分展现出作为大国领袖的大格
局、大担当。

就在此次会晤举行前几天，中美双方
发表了第二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
宣言。这份被外媒称作“惊喜”的联合宣
言，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国合作的巨大
潜力。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还就中美经贸
关系、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
等问题阐明中方立场，提出中方主张：“在
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兼顾应
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应该倡导建立
全 球 公 共 卫 生 及 传 染 病 防 控 合 作 机
制”……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利、斗则
俱伤。”达巍说，中国不否认竞争，但坚持
竞争必须是公平的、良性的、有规则的。
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
展。

“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
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
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
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
之道。”习近平主席从历史和世界的大格
局看中美关系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
国家，中美两大国应当如何相处？习近平

主席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提出
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彼此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和平共处就是要
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合作共赢就是
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
输我赢。”阮宗泽认为，这三点原则为中美
关系长远发展指引了方向、明确了“界
线”。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中国实现
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
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
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
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阮宗泽表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
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两国
元首每次交往必谈的问题。在当前形势
下，习近平主席所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拜登总统在会晤中表示，美国政府致
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
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还介绍了中国
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并就民主、人权、多
边主义等具体问题表明中方立场。

拜登总统也表示，美方不寻求改变中
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
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愿同中方加
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
歧。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晤，美方的表
态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但后续将如何，还
需要“听其言、观其行”。

“应该看到，一次会晤不可能解决中
美之间的所有矛盾。”阮宗泽说，希望美方
同中方一道，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
两国元首会晤精神，保持对话沟通，加强
交流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分歧，推动中美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据新华社

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16日
举行。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就新时期中美
如何相处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三点原则，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
稳定发展轨道把舵引航。

过去50年，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
福了两国和世界。近年来，由于美方奉行
错误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遭受全面冲
击，极大损害了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
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
轨道，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是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

相互尊重，是发展健康稳定中美关系
的基本前提。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发展
阶段不同，利益诉求各异，存在分歧很自
然，“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态，无助于增信
释疑、化解矛盾。中美应在平等相待基础
上加强对话沟通、建设性管控分歧，照顾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守不干涉内
政的国际准则，以政治远见和实际行动，
实现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和平共处，是发展健康稳定中美关系
的重要底线。中国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
代价，坚定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对

此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一些美方政客动
辄把中国定为“假想敌”，不过是霸权“焦
虑症”作祟，既不客观理性，也可能导致误
解误判风险。放下狭隘的零和博弈心态，
构建理性客观的对华战略认知，才能真正
找到两国正确相处之道，守好不冲突不对
抗底线，为人类和平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确
定性和正能量。

合作共赢，是发展健康稳定中美关系
的世界期待。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
自和共同发展。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
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

择。眼下，人类的“地球村”面临诸多紧迫
挑战，亟待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携手
应对。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
达国家，中美应肩负起特殊重要责任，坚持
互惠互利、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合作，为
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重要历史关口，
此次元首会晤向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
力信号。着眼长远，中美双方应相向而
行，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精神，
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
轨道。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