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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希望今年重要会晤能面对面

回顾俄中关系发展历程，拉夫罗夫说，俄中过去20
年的合作充满活力，双方2001年7月在莫斯科签署的《中
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历史性意义，它为两国之间
形成新型关系，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
政治和法律基础。今年是该条约签署20周年，双方已商
定将条约延期，俄中还将共同举行庆祝活动。

谈及俄中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拉夫罗夫表
示，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新的经济增长
中心、金融力量和政治影响中心正在加强。遗憾的是，以
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正试图阻止这些客观趋势，不
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在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
地位，将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强加给他国。

他说，作为回应，俄中正在联合推动建设性议程，希
望构建公正、民主、稳定的国际治理体系，并依靠各国及
其一体化组织之间开展广泛的协作。拉夫罗夫说：“对我
们而言，中国是真正的战略伙伴，真正的志同道合者，我
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对全球和地区局势发挥稳定性
作用。”他强调，俄中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对话应该为
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拉夫罗夫表示，自2006年以来俄中已经举办了“国
家年”“青年友好交流年”“旅游年”“俄语年”和“汉语年”
等大型活动。这些交流活动有助于巩固俄中各领域协
作，使俄中关系内涵更为丰富，社会基础得到加强。他
说，2020年和2021年是俄中科技创新年，双方计划举办
超过1000项活动，其中多场活动用于交流抗击新冠疫情
的经验，双方互动非常紧密。去年已举办超过500场活
动，受疫情影响主要以线上形式举行。希望今年的一些
重要会晤能够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

中俄关系含金量更足更牢固

3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应询表
示，拉夫罗夫外长已经抵达中国，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
拉夫罗夫外长的会谈将在中国广西桂林举行，双方将就
双边关系以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中的协作，包括近期中
俄双方的高层交往等一系列广泛议题进行深入沟通，相
信这次访问一定会促进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

针对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时访华是
不是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之后的“特意安排”？华春莹说，

“在外交关系当中，任何一个访问其实都需要双方事先
商定，而且中俄本来就是非常亲密的伙伴，双方也一直
在各个层级保持着密切交往。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
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各方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全都负有
重要的责任。中俄关系的发展，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我们的关系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不像个别国家拉帮结
派，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甚至阳谋。”

华春莹表示，“拉夫罗夫外长的话一语中的。世界越
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是要坚定前行。”华春莹表示，
长期以来，美西方动辄打着所谓民主和人权的旗号肆意
干涉别国内政，在世界上制造了很多麻烦，甚至成为动
荡和战乱的根源。中俄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紧
密合作，坚决反对世界上霸权霸道和霸凌，成为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中俄守望相助共抗疫
情，推动经贸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逆势前行，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共同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含金量更
足，友谊互信更加牢固。”华春莹说。

华春莹表示，相信拉夫罗夫外长这次访问将进一步
巩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密切中俄
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
国元首的共识，以今年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签署20周年为主线，弘扬条约精神，在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和更深层次上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共同打造战略互信、互利合作、民心相通和公平正义
的国际关系典范，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外交部网站

据新华社3月22日消息 当地时间21日，美国国防
部长奥斯汀突然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会晤阿富汗总
统加尼和多名政府高级官员。这是奥斯汀今年1月就任
美国防长以来首次访问阿富汗。此前一天，奥斯汀在访
问印度时表示，据他所知，美国总统拜登尚未就是否如
期从阿富汗撤军做出最终决定。

根据阿富汗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加尼当天在喀布尔
与奥斯汀举行会谈，讨论了阿富汗和平进程及双边关系
等问题。双方对阿富汗持续发生暴力事件表示关切，强
调解决当前局势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加尼表示，阿富汗各方对国家和平进程有共识，阿
富汗政府将充分利用相关共识以谋求和平。奥斯汀表
示，美国支持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奥斯汀在喀布尔与加尼等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
会谈，表示期望通过谈判方式结束阿富汗战争。

这是奥斯汀今年1月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首次
访问阿富汗。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次访问是为“倾听
和学习”，将有助于美方评估撤军等事宜。奥斯汀访问阿

富汗之际，美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此前特朗普政府与阿
富汗塔利班达成的协议。

去年2月底，特朗普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签署协议，约定驻阿美军、北约联军在2021年5
月前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承诺不允许其成员以及“基地”
组织等其他极端和恐怖组织成员利用阿富汗国土威胁
美国及其盟友安全。依照这项协议，去年7月中旬，驻阿
美军从约1 . 3万人减至8600人。剩余美军及其他外国部
队将于今年5月前撤出，驻阿美军现有约2500人。

美国总统拜登17日说，美军在5月1日前撤离阿富汗
有难度，但如果延期撤军的话，不会延期很久。对此，塔
利班19日警告，如果美方不能兑现承诺，塔利班方面将
作出反应。奥斯汀20日在访问印度时表示，据他所知，总
统拜登尚未就是否如期从阿富汗撤军做出最终决定。

奥斯汀与加尼21日会谈后，没有回答记者有关撤军
期限的提问，只说拜登会作出决定。针对阿富汗塔利班
此前发出的警告，奥斯汀说，相信驻阿美军司令米勒有
能力保护美国军人。

撤军期限临近，美防长突访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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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1日，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连续第三天举行示
威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犯罪。美国新冠疫情暴
发一年来，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不断升级。16日发
生的亚特兰大枪击案，造成包括6名亚裔女性在内的8人死
亡，加深了亚裔美国人的忧惧，引发全美多地抗议和舆论关
注。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赵美心说，这一枪击
案表明美国亚裔社区已被推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危机点”。

疫情以来亚裔被当成替罪羊

亚特兰大枪击案的8名遇难者中，包括2名华裔女性、4名
韩裔女性和一对白人夫妇，21岁的枪手被控8项谋杀罪和1项
故意伤害罪。目前，美国执法部门仍在调查此案是否为仇恨犯
罪，但许多政要、媒体和民众都认为事
件本身就是“针对亚裔的攻击”，枪手的
动机至少部分源于对亚裔的偏见。

连日来，从纽约、华盛顿、芝加哥，
到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全美多地
不断举行示威集会，抗议疫情暴发以
来美国针对亚裔歧视和仇恨犯罪的上
升。包括已故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
德·金的女儿在内，美国许多社会名
流、知名球队、机构和企业声援亚裔社
区，谴责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抗议活
动中，许多亚裔表示，要阻止“仇恨病
毒”传播，亚裔不能再当“哑裔”，而要

“把恐惧和愤怒转化为行动”。
疫情暴发一年来，美国亚裔被当

成替罪羊、遭受歧视和攻击的事件与
日俱增。正如美国总统拜登19日所说，
对许多亚裔美国人来说，这是连上街
都担惊受怕的“生活在恐惧中的一
年”。相关案例不胜枚举。在洛杉矶，韩
裔男子当街被殴打；在纽约地铁，菲裔
男子被人用刀割伤脸部；在得克萨斯
州米德兰，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3名亚
裔遭暴力袭击；华人餐馆遭涂鸦，亚裔
拼车和打车被拒，亚裔医护人员遭患
者吐唾沫和辱骂；知名华裔球星林书
豪也在赛场上被骂是“新冠病毒”。

《今日美国报》和益普索集团公布
的最新民调显示，四分之一的美国人，
其中包括近半数亚裔，曾目睹亚裔被当
成疫情替罪羊。“停止仇恨亚太裔”网络
举报平台从去年3月中旬至今年2月初
共收到亚裔受辱遇袭举报近3800起。加
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
端主义研究中心在对警方数据分析后
发现，美国最大的16个城市2020年针对
亚裔的仇恨犯罪飙升近150%。

特朗普歧视性言论难脱干系

当前美国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犯罪加剧，既受疫情
蔓延下美国种族关系紧张、排外民粹情绪和社会戾气加重
等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文化偏见及种族刻板印象等原因。

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时任总统特朗普频繁发表歧视
性言论，加之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这些都被认为是美国近来
针对亚裔仇恨犯罪加剧的重要因素。《美国公共卫生杂志》8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暴发一年来，随着反华言
论的散播，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偏见和攻击呈指数级增长。

另一方面，亚裔美国人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显著高于其
他族裔。来自不同亚洲地区、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亚裔群体
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往往差别巨大，其政治、宗教和文化隔阂
颇深，彼此间颇为疏离。这导致亚裔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的发言权不够。不仅如此，一些学者指出，与对非裔的歧
视不同，美国对亚裔的歧视历来带有排外色彩，其核心是把
亚裔视为“永久的外国人”和“他者”，而不是美国人的一员。

亚裔频遭暴力袭击，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文化中对
亚裔刻板印象的影响。在美国各地的唐人街，针对亚裔老年
人的攻击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除了种族歧视外，还因为
很多作恶者认为亚裔“不会反击”，因此攻击他们“不会有后
果”。有报道指出，在美国各族裔中，亚裔向执法机构报告仇
恨犯罪等行为的可能性最低。

观察人士认为，打击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虽被提上美国
政府议程，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消除种族主义，遏止针
对亚裔的歧视与犯罪，美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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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

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 新华社发

应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
邀请，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3月
22日至23日对
中国进行访问。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22日表
示，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同拉
夫罗夫的会谈
将在中国广西
桂林举行。

拉夫罗夫
日前在莫斯科
接受中国驻俄
记者联合线上
采访时表示，中
国对于俄罗斯
来说是真正的
战略伙伴，两国
志同道合，俄中
相互信任和相
互尊重的对话
应为其他国家
树立榜样。他表
示，俄中两国领
导人和两国人
民把俄中关系
评价为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这
是当之无愧的、
公正的描述。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9日在莫斯科通过视频连线接受

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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