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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评论员

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美对华政
策演讲的两个月前，星巴克公司与阿
里巴巴集团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它
将借助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和配送体
系，在中国提供全面外送服务。美国
媒体解读说：贸易战未能阻止美企在
华发展的脚步，“这足以证明中国国内
市场的力量”。

在中国企业助力下，开拓中国市
场近20年的星巴克，雄心勃勃地开始
了商业新探索。根据最新增长计划，
它预期到 2022 财年在中国内地总营
收将达到2017财年的3倍多。

遗憾的是，尽管讲述中美互利共
赢的“星巴克故事”越发精彩，但它正
从美国一些政客的记忆中逐渐淡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哀怨而又自大的心

态。美国领导人的演讲将此展露无
遗。他老调重弹了中国的成功是“以
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吃亏论”，并
再度附和了美国政府宣扬的“我们重
建了中国”的“美国恩赐论”。

这样的论调同美国政府一贯标榜
的“美国优先”以及美国领导人在演讲
中反复强调的美国“领导作用”一脉相
承，并不令人意外。只不过，如果“美
国优先”“美国老大”的执念太过强烈，
就转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甚至走向

“坏的都是你造成的，好的都是我带来
的”的思想极端。

比如，美国领导人只说美国向中国
开放了市场并“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贸易
组织”，却不愿提及入世后中国也向美
国更大规模、更深程度地开放了市场。
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
出口较2001年增长577％，远远高于同

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但这
样的数据却被选择性回避。

比如，美国领导人认定中国的成
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
投资推动的”，却不肯讲美国企业在中
国市场也获益颇丰。美国通用汽车公
司在华产量占到其全球产量的40％，
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的芯片
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
57％，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等美国金
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
者赚到了不菲的投资收益。但这样的
事实也被选择性回避。

年均9％以上的GDP增速，7亿多
人口实现脱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
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造了被誉为“人
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引发
了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持久探究。对

大谈特谈“美国恩赐论”的美国政客们
来说，应该听听国际社会的公正评价。

建议美国领导人读一读有关媒体
所讲述的中国研究人员在极其艰苦的
条件下创业的故事，听一听德国教授
奥勒·德林提到的中国社会具有“根深
蒂固的勤劳和勤学美德”的观点，了解
一下印度经济学教授姆里蒂乌乔伊·
莫汉蒂对中国共产党“成功顺应环境
变化推出合适战略”的评价，华尔街高
管史蒂文·拉特纳对确保中国经济强
劲增长的“混合体制”的关注，以及新
加坡《联合早报》关于政治制度在中国
成功中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观点。

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是靠
自己。中国的成功靠的是中国人民的
辛勤劳动，而不是别人的施舍与恩赐；
中国的成功靠的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某

些美国领导人和政治精英追求的“自
由中国”之路。

当然，中国的成功离不开与世界各
国的互利合作，其中美国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只面
向美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只依赖
美国的投资。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
全世界的开放，是向各国学习和借鉴人
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

关注一下现实，更加明白：在中国
贸易伙伴扩展至 2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中国成为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
大贸易伙伴的今天，占据中国外贸总
额85％的中国对美之外的国际贸易，
同样意义重大且前景广阔。

中国的发展道路，谁最有发言
权？中国的发展成就，谁是主要创造
者？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谁书写了中国成功故事

联合国大会选出
18个人权理事会新成员
将于2019年1月1日就任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2日电（记者
徐晓蕾）第73届联合国大会12日举行
全会，选举出18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
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底结束任期的成
员。新成员将于2019年1月1日就任。

此次选举出的人权理事会新成员
为：非洲地区的布基纳法索、多哥、喀
麦隆、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亚太地区
的印度、斐济、孟加拉国、巴林和菲律
宾；东欧地区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拉美
及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乌拉圭和阿
根廷；西欧及其他地区的意大利、奥地
利和丹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总部设在瑞士
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
其中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各占13席，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占8席，东欧地区
占6席，西欧及其他地区占7席。联
大每年改选约三分之一人权理事会成
员，成员任期3年，可连任一次。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由联合国
大会成员通过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候
选国需获得半数以上选票方可当选。

10月12日，在土耳其伊兹米尔，美国籍牧师
安德鲁·布伦森（中）抵达机场。土耳其一家法院
12日决定释放美国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现年
50岁的布伦森已在土耳其生活20多年。2016
年12月，他因被控间谍罪和与恐怖组织有牵连而
遭土耳其方面逮捕。 新华社/美联

土耳其释放美国牧师

德国宣布
延长临时边境管控期限

据新华社柏林10月12日电（记者张远 任
珂）德国内政部12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德国与丹
麦、奥地利和法国边境的临时管控期限延长半年，
以防范非法移民入境。

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在声明中说，临时边
境管控在今年11月11日到期后，将从12日开始
延长半年。延长原因与“二次移民”有关，很多已
经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登记的移民又涌入德国。

根据申根边境法，申根区国家在特定情况下
可申请实施临时边境管控措施，期限为6个月。
这一期限最多可延长3次，每次最多延长6个
月。但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出于反恐需要，临时
边境管控可继续延长。

以军士兵开枪打死
7名巴勒斯坦人

据新华社加沙10月12日电（记者杨媛媛 赵
悦）众多巴勒斯坦人12日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
地区举行抗议活动时与以色列士兵发生冲突，至少
7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士兵开枪打死。冲突还造成
252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154人被实弹击中。

自3月30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境地
区开始举行“回归大游行”以来，巴以双方在加沙
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冲突不断。据巴方统计，
巴以双方自“回归大游行”以来的冲突已造成205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逾2.2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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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10月13日电（记者
贾磊 通讯员许丙贵）10月 12日上
午，中国流动科技馆海南巡展五指山
站在五指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

该馆是中国科技馆为加快科学知识
在全国传播而专门研发的小型化、模块

化互动产品，主要在没有实体科技馆的
市县进行流动展出。其海南巡展已先后
走进海口、文昌、琼海、万宁、定安、乐东、
澄迈、陵水等市县，受到公众欢迎。

此次五指山站巡展展出面积300
多平方米，设置声光体验、电磁探秘、

运动旋律、数学魅力、健康生活、安全
生活等8个主题展区，共50多件互动
展品，同时还有3D打印设备、球幕影
院等先进科技展品。五指山市民可于
每周二至周六前去参观。展览将展至
11月中旬。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作为海口请进来的精品话剧《我
的祖宗十八代》，将于10月17日晚在
海南大学思源学堂上演。

据介绍，该剧由北京哲腾文化
传播公司出品，已在全国10多个城
市巡演超百场。故事主要讲述三个
朋友产生了矛盾，但矛盾却在现实
中无法解决，因为解决的方法必须
追溯到上辈子，而上辈子这三人之

间也有一个结无法解开，又要追溯
到上上辈子……就这样，该剧以诙
谐幽默的形式，把三个朋友的前世
今生作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展现，看
到了多种人物关系，从中也折射出
了不同人性的方方面面。全剧有30
多个角色、18种人物关系、18段不
了情缘，兄弟情义、父子深情、慈母
至爱、家国情怀等都在剧中得到一
一展现，让观众能感受到话剧艺术

非比寻常的魅力。
据了解，该剧曾获首届北京优

秀小剧场剧目展演优秀剧目奖、优
秀舞美奖和优秀表演奖，2017年国
家艺术基金年度扶持项目以及2017
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剧
目等奖项。

该剧是“甄选2018海口仲夏文艺
季·精品鉴赏剧目”，演出由海口市政
府主办，海口市文体局承办。

NBA在中国首个永久展馆
18日海口开馆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王露溪）海南日报记者13日从海口观澜湖旅游
度假区获悉，NBA在中国首个永久展馆将于10
月18日在海口观澜湖新城开馆。

据了解，该展馆由观澜湖集团和NBA中国合
作，旨在展示NBA令人激动的比赛场景和历史。
观众能在馆内通过视频、图片等多元化手段来了
解NBA自1946年以来的成长历程，还有机会通
过定制活动与NBA进行互动。

据悉，观澜湖集团和NBA中国还将建造一
个新的NBA篮球训练中心，该中心同样坐落于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内，初步计划2020年初开放，
该中心内将包括5个室内篮球场和先进的专业
设施，由NBA中国认证的教练运营和管理并设
计专业篮球课程。

本报老城10月13日电（记者王
黎刚）2018年海南省国际象棋公开赛
13日在澄迈开赛，赛事吸引了近百名
海南各界精英棋手参赛。

本次比赛设 5 个组别，分别是
男子公开 A 组、男子公开 B 组、男
子公开 C 组、女子公开 A 组、女子

公开 B 组。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
局最新审定的竞赛规则，赛事共
分 7 轮进行，每轮每方 25 分钟每
步棋加 10 秒，超时判负，采用瑞
士制积分电脑编排。决赛录取前
8名，冠军颁发奖金、奖杯、奖牌及
证书，第 2 名至第 8 名颁发奖金、

奖牌、证书。
据悉，海南各市县中小学、幼儿

园自 1999 年开始就把国际象棋作
为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的一种新型工具引进课堂，取得
了良好效果。目前，海南全省参与
国际象棋运动的人数达到了 40 余

万人，并且已有40多名棋手获得了
国家一级、二级运动员称号，近百
名棋手获得了国家棋协大师和候
补棋协大师称号，另有5000多名学
生获得了中国国际象棋协会颁发
的棋协大师至十级棋士证书，多名
优秀棋手屡次在全国比赛中获得

多项荣誉。
本次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澄迈县人民政府主办，
澄迈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海南省
国际象棋协会承办，海南弈之美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童星国际象
棋俱乐部协办。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王琨）10月13日上午，
2018“三亚球王”全民健身网球争霸
赛在该市网球中心开幕。比赛为公开
赛，面向全国网球爱好者敞开大门，比
赛时间为12日至14日。

共有来自山东、四川、广东、黑龙
江、辽宁、广西和海南等地的近150名
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选手中年龄最

大的66岁，最小的17岁。比赛采用6
局先胜制和平局决胜制（抢7）。不同
于去年，今年设有男子单打、青年组男
子双打、常青组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男女混双5个项目。单项比赛奖励前
4名，共进行151场比赛。

三亚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将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运动，
将全面健身运动切实开展到基层，

真正做到全民参与，最终打造出一
批当地全民健身运动品牌活动，如
网球争霸赛之后，“三亚球王”比赛
还将开展羽毛球、乒乓球、三人篮球
等其他球类赛事，让全民健身运动
热浪席卷全市。

本次比赛由三亚市政府主办，三
亚市文体局承办，三亚市文化体育发
展中心执行，三亚市网球协会协办。

2018世界女排锦标赛六强
赛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日本
名古屋进行。按照赛程，中国女
排将于14日下午对阵美国女排。
图为10月13日中国女排队员在
名古屋训练间隙休息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海南省国际象棋公开赛澄迈开赛

“三亚球王”网球争霸赛引来多省选手参赛

话剧《我的祖宗十八代》17日海大上演

中国流动科技馆海南巡展走进五指山

赛事预告
中国VS美国

14日下午2：35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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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清泉跨界赛车连夺前三
据新华社长沙10月13日电（记者谭畅）2018

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环洞庭湖站13日进入
第二个赛段争夺，两届奥运举重冠军龙清泉继首赛
段拿下混动组第二名后再夺前三名的好成绩。

龙清泉驾驶现场唯一的超级跑车，与前蹦床
世界冠军陶毅搭档。不同于首日场地障碍赛中
的谨慎绕行，来到直线加速赛，龙清泉尽全力发
挥跑车的加速性能，引发阵阵喝彩。随后的拉力
赛上，他们继续首日的出色表现，最终夺得了混
动组第三名。

全国游泳锦标赛

王简嘉禾百米自由泳封后
据新华社日照10月13日电（记者周欣 吴

书光）13日，全国游泳锦标赛在山东日照揭幕，此
前接连打破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世界短池纪录的
辽宁小将王简嘉禾在100米自由泳中技压群芳，
海军选手覃海洋在男子200米混合泳中轻松夺
冠，成绩可排世界第10位。

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江苏名将张雨霏领
先前50米，16岁的王简嘉禾在前半程位居第4，
此后越游越猛，最终以54秒77的成绩率先触壁，
湖北选手艾衍含和河北选手李冰洁获得亚军和季
军。张雨霏名列第4。

作为100米仰泳奥运铜牌得主，浙江名将傅
园慧也参加了100米自由泳预赛，可惜成绩56秒
33，排名第12无缘决赛。

全国游泳锦标赛为期5天，将于17日结束。

据新华社名古屋10月 13日
电（记者韦骅 严蕾）2018世界女
排锦标赛六强赛将于14日开打，
六支球队的主教练13日参加了赛
前新闻发布会，面对日本记者的提
问，中国队主教练郎平表示希望亚
洲排球能保持在世界水准。

虽然六强赛中国队与日本队
不在同一小组，但依然有可能在半
决赛甚至决赛中碰面。当有记者让

郎平展望这种可能的对决时，郎平
说：“每一场比赛对我们都很重要的，
跟日本队比赛，每次都能学到很多
东西，日本队主教练中田久美曾是
一位非常优秀的二传。日本队的控
制球，比如防守、一传动作都非常
好，我们也经常交流。非常荣幸和
中田久美执教的球队共同比赛、共
同学习、共同提高，希望亚洲排球也
能保持在世界的水准。”

郎平：希望亚洲排球保持世界水准

女排世锦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