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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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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月 16 日电 记者
刘华 郑明达 伍岳 成欣）

“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综合新
华社记者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
月16日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
会晤。多国人士认为，此次会晤意义重
大，充分体现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战
略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
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正面预期。中美相向
而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
的正确轨道，将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和世
界各国人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表示，习近平主席从两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类和平发展的
共同利益高度出发，指出中美应该
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各自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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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大格局、大担当。元首外
交对中美关系的引领作用至关重
要，此次视频会晤有助于增进了解、

形成共识、管控分歧，引领中美关系
积极向前发展。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
斯·库恩表示，美中元首视频会晤是引
领两国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迈出的
令人称赞的一步。会晤为两国关系发
展指明方向，对整个世界而言也非常重
要和及时。当前，新冠疫情、气候变化
和经济放缓等问题亟待解决，没有美中
两个大国的合作，世界很难有效应对这
些共同挑战。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
行主任王栋认为，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
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离不开相互尊重、和
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点原则。意识形
态、政治体制差异不应成为合作的障
碍。双方应通过合作在应对全人类共同
挑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美国
驻柬埔寨前大使肯尼斯·奎恩表示，美

中两国元首视频会晤对加强沟通了解、
解决美中共同关切的问题十分重要，两
国未来应加强合作，应对全球粮食短
缺、气候变化负面影响以及公共卫生危
机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刁大明认为，在两国元首视频会晤所达
成共识的战略引领下，中美两国有望在
诸多领域进一步展开深入沟通与对话，
推进交往与合作。美方应与中国相向而
行，增进两国共同利益。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穗生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关系到两
国人民福祉，而且关乎世界的稳定和
发展。美中两国需要合作，而且能够
合作。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
尔克尔·恰普克表示，此次视频会晤有
利于双方增进了解、推动合作。中美关
系事关全球稳定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符合双方和世界
的利益。他认为，美方已清楚看到当前
的时与势，会晤是美方的理智选择。恰
普克指出，美方同时需注意，打“台湾
牌”纯属干涉中国内政，这一企图不会
得逞。

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利
亚齐德·本哈米表示，中美元首举行视
频会晤令人鼓舞。中美两个大国肩负
着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共同发展的重要
责任，而联合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两国应为维护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而共同努力。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毛里西奥·桑托罗表示，中
美两国应共同维护和加强联合国、世
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原则在国
际关系中的作用，推动共同发展，在完
善多边主义体系过程中共同发挥更大

作用。
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研

究中心主任黄载皓表示，此次中美元
首视频会晤是两国间一次坦率、建设
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沟通和对
话。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携手抗击
新冠疫情以及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维
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等方面，中美两国
都有很大合作空间。

哈萨克斯坦“塔拉普”应用研究
中心主任拉希姆·奥沙克巴耶夫表
示，中美两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的
合作对世界意义重大。世界经济稳
定复苏、通胀压力缓解都需要中美
合作，而国际多边合作更需要中美
两国相向而行。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
希尔表示，世界期待中美两国关系更加
稳定和不断发展，这将促进全球合作、造
福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如果

没有中美合作与充分参与，国际社会在
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方面的
进展将会受限。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
尔斯·奥努纳伊朱认为，坚持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
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也适用于任何国家间关系。包括非
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期待
看到中美加强合作，并在解决国际
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
人赫尔曼·劳雷尔表示，作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并发
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面
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双方的合作将在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创造合作发展的国际环境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元首外交把舵引航至关重要
期待中美合作造福各国人民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中美元首视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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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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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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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王宾）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据新华社纽约电（记者兴越 刘亚
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近日在纽约举行
2021年度晚宴。参加活动的中美两国人
士表示，期待双方加强对话，克服困难，寻
求合作之道，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致辞中表示，

中方对美政策保持高度的延续性和稳定
性，始终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
出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
中美关系。我们期待同美国政府和各界
有识之士一道，按照中美元首通话的精
神，加强对话、管控分歧、聚焦合作，共同

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不懈努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通过视频发言

说，美中两国克服困难至关重要，更为重
要的是找到相互合作的领域，当今世界
各国必须找到合作共存之道。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雅

各布·卢在发言中说，稳定双边关系必
须是美中两国共同的优先事项和责
任，这意味着相互接触，通过双边和多
边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建
立更加可预见的双边关系。卢认为，
美中关系的稳定始于加强沟通，近期

两国政府间会谈的增加令人鼓舞，希
望这种会谈能更加频繁。“‘二轨’对话
能够为坦率交流提供空间，私营部门
尤其可扮演重要角色，为双边关系的
改善营造政治氛围。”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

说，在美中政府间交流遇到挑战的情况
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有关战
略、经济、医疗保健、数字经济等“二轨”
对话并没有暂停，反而增加了绿色金融
等主题，这些讨论产生的共识有助于美
中两国政府制定有利于两国的政策。

中美人士呼吁克服困难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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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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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