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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何患上“失落焦虑症”
——解析美国对华强硬顽固立场的“思维幻象”

打压遏制是一把双刃剑。以中
美经贸合作为例，自2018年中美贸
易争端以来，美政府对华打压遏制不
断加码，加征高额关税、管制技术产
品、加大投资限制……

重压之下，中国对美出口不降反
升，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长
22.7%。《福布斯》杂志网报道，2020
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量的
19%，占比居首。

这是实体经济对美国打压遏制
政策作出的真实回应。英国《金融时
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

尔夫指出，中美之间会有很多竞争，
但两国也必须展开深入合作，“遏制
中国并不可行”。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
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
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期待。

要想根治“失落焦虑症”，美国应
当正视自身问题，将精力放在国内抗
击疫情、弥合社会鸿沟、缩小贫富差
距、改善少数族裔的生存境遇等方面。

要想根治“失落焦虑症”，美国应
当明白，自己生了病不能靠别人吃药
来治，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改变不了美
国实力下降、威望下滑的事实。中国
和平发展势不可挡，绝不是挥舞大
棒、政治“甩锅”可以遏制的。

要想根治“失落焦虑症”，美国更
应当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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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中美关系害人害己，更
将为害全球。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记
者赵嫣）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
“历史不会重演，但却总会像押韵一
样惊人地相似。”纵观美国历史，就
是一部扩张和争霸的历史，霸权主
义理念和唯我独尊的傲慢心态根深
蒂固。

自1776年建国始，美国就开启
了持续扩张：西进运动、美墨战争、美
西战争……依靠金钱、讹诈、武力，美
国从建国之初领土面积约80万平方
公里，到现在的约937万平方公里，
足足扩张了10倍多。

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
世界第一位，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其
扩张野心从地区转向全球。以老牌
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西班牙、英国等
为对手，美国开始在全球以国家实力
谋求更多利益。

二战结束后，美国获取的军事霸
权、金融霸权、话语和价值观霸权为
其带来海量利益。随着苏联解体，美
国成为世界“霸主”，更是不断强压各
国认同单极世界，在全球推行美式价
值观和民主制度。

从遥控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
春”、导演亚欧地区的“颜色革命”，到
在拉美地区推行“新门罗主义”、在多
国搞“和平演变”，再到为一己私利和
盟友翻脸、退群、毁约……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孙成昊说，美国外交一以
贯之的主线就是维持霸权。美国一
直在针对“外部敌人”的过程中稳固
霸权，历届政府只是在方式上有所不
同，有的更强调硬实力，有的更强调
软实力或者所谓规则。

近几年来，美国政府持续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从非法抓捕中国公民到无端
打压中国企业，从肆意干涉香港、新疆等中国内部事务到组建反华“小圈子”……
究其根源，是长期存在霸权心理的美国在面临现实困境时患上了“失落焦虑症”。■ 人民日报评论员

9 月 25 日，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
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
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
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
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事实早已证明，孟晚舟事件是一
起针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
术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2018 年 12
月1日，在美国一手策划下，华为公司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
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
下被加方无理拘押。美方对孟晚舟
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尽管美
加一再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以法律
为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
护、开脱，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所
讲的法律不过是服务于美国巧取豪
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毫无
公正性、正当性可言。

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
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
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在获悉孟
晚舟被无理拘押相关情况后，中国政
府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严正
立场，并第一时间向孟晚舟提供领事
协助。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强烈敦促
加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其正当合
法权益。亿万中国人民发出了响亮
的正义呼声。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
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14 亿多中国
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
中国公民最坚强的后盾。

孟晚舟事件充分表明，中国不惹
事，但也不怕事。中国绝不接受任何
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绝
不允许中国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
的牺牲品。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
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
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
他国家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
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任何人、任
何势力妄想这样干，中国人民都绝不
会答应。

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
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

所作的努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
的权利、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
护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国家实
现现代化的权利。透过孟晚舟事件，
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定不
移走自己的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
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伟
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深
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
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
我们坚信，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畏
风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前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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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前进的步伐！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失落焦虑症”的历史根源 ——由来已久的霸权主义思维

新华社深圳9月25日电（记者刘
华 王攀 郑明达 赵瑞希）9月 25日
晚，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
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
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

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动。
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21时50分许，飞机稳稳降落，机
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五星红旗格外
醒目。舱门打开，着一袭红裙的孟晚
舟向等候在这里的欢迎人群挥手致
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

“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
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
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
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由于疫情原
因，现场没有握手，没有拥抱，人们却从
孟晚舟微微颤抖、略带哽咽的声音里听
出最深沉的情感，“祖国，我回来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
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3年，我无
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
关爱和温暖。”孟晚舟说。

“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

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
上，让我深受感动。”她说，“我也感谢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部门对我的鼎
力支持，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企业
和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

孟晚舟数次向欢迎人群深深鞠
躬。欢迎人群多次对她的深情致辞报
以欢呼和掌声。

深圳人民也为迎接孟晚舟回家显
示出巨大热情。25日晚，深圳市内多
处地标建筑楼身打出“欢迎孟晚舟回
家”的巨幅标语；在龙岗，300架无人
机组成的机队在空中飞出“月是故乡

明”“轻舟虽晚 终回家国”等字样；宝
安国际机场，《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
歌声响彻国际候机大厅。

2018年12月1日，华为公司首席
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过境转
机时遭加方无端拘押，前后长达1028
天。这是一起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
大帮助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
害事件，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
纯属捏造，目的是打压中国高技术企
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其所作所为是
典型的任意拘押。加拿大在此次事件
中扮演了美方仆从的不光彩角色。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中国政
府不懈努力和坚决斗争，美国司法部
日前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美
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当地时间
9月24日，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
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踏上返回祖
国的征程。

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中国网民
强烈反响。网友纷纷留言：“好激动，
眼泪都快出来了”“仿佛是自己的亲人
回来”“为强大的祖国点赞”……

“回首3年，我更加明白，个人命
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十指相

连，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孟晚
舟的声音坚定有力，“我想说，有五星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
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夜空下，孟晚舟和欢迎人群一同
高唱《歌唱祖国》，很多人流下热泪。

在机场等候的有100多人，除了
孟晚舟的家人外，还有外交部、广东
省、深圳市有关领导同志和华为公司
有关负责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与孟
晚舟同机抵达。

孟晚舟将按照防疫规定，前往指
定酒店接受隔离。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下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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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顺利回到祖国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顺利回到祖国

从抗疫溃败到撤离阿富汗，无论
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2021年美
国政府的声望都一跌再跌。然而与
此同时，其遏制打压中国的步伐却在
加速，借此掩盖国内政治矛盾，转移
民众视线。

哥伦比亚罗萨里奥大学政治
经济和国际分析专家安赫莉卡·阿
尔瓦·奎利亚尔认为，塔利班在阿
富汗的胜利“再次印证了美国自冷
战结束后一直拥有的霸权的衰
落”。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

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衰落
的长期根源更多是国内因素而非
国际因素。

新冠疫情在美暴发近两年来，美
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据牛津经济研
究院测算，去年3月至今年1月，美
国收入排名前20%的富人资产增加
约2万亿美元，排名后20%人口的资
产却减少1800多亿美元。美国多地
发生针对亚裔移民的暴力活动，他们
被当成疫情替罪羊，根深蒂固的种族

主义与病毒一同传播蔓延，社会排外
倾向和极端情绪更为加重。

此外，美国两党斗争日益极化，
加剧的社会撕裂影响政府决策的连
续性和合理性，使其在国际社会中越
发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孙成昊表示，美国自身问题重
重，导致实力下降，而中国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美国自然感受
到了压力，认为霸权地位受到中国
的冲击和动摇，遏制中国成为自然
而然的选择。

“失落焦虑症”的现实困境 ——掩盖内政矛盾的幌子

“失落焦虑症”的根治良方 ——放弃幻象正视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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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晚，孟晚舟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致辞。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