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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時代潮流，堅定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
——黃溪連大使在菲律濱中國瞭解協會線上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

尊敬的菲律濱前總統、菲律濱中國瞭解

協會名譽主席亞羅育，

尊敬的菲律濱貿工部長羅帛斯，

尊敬的菲律濱中國瞭解協會主席蘭比

諾，

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很高興能與大家線上見面交流。感謝菲

律濱中國瞭解協會舉辦此次研討會，這為中

菲兩國學者在疫情新常態下交流互動創造了

寶貴機會。我謹對本次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祝

賀，並向長期致力於中菲友好的各位專家學

者、各位朋友致以崇高敬意。

下周即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

週年。在這個中國人民舉國歡慶的日子裡，

我不禁想起我的故鄉里，它位於中國東南沿

海，與菲律濱隔海相望，是一個坐落於福建

省漳州市的千年古村落。在我兒時記憶裡，

窮困落後是這個村子生活的主色調，很多家

庭缺衣少食，溫飽都得不到保障。如今再回

故鄉，這個古村落汽車樓房隨處可見，交通

路網四通八達，周邊生態整潔秀麗，村民生

活富足安定。短短幾十年，這座千年古村發

生了滄桑巨變，煥發出勃勃生機與活力。我

故鄉的巨變是71年來中國發展奇跡的生動寫

照和真實縮影。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

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從一窮二

白髮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物資短缺

發展到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製造業大

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連續多年穩居世界

首位。

作為中國大使，我經常被問到一個問

題：中國為什麼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

翻天覆地的發展巨變，秘訣究竟是什麼？在

此我想跟各位分享我的幾點思考和看法。

中國的發展成就源於堅持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中國共產黨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初心和使命，堅持從

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黨與人民建立起血

肉聯繫和魚水之情。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

不是空洞口號，而是體現到治國舉措的方方

面面。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穩定

和發展的根本保障。近期皮尤研究中心、哈

佛大學等機構多次民調顯示，中國人民對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支持率平均在90%以

上，高居全球榜首，這絕非偶然。

中國的發展成就源於聚焦和平發展毫

不動搖。中國矢志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以

和平確保發展，以發展促進和平。美國前總

統卡特曾經對比過中美兩國，他認為美國是

世界歷史上交戰最多的國家，建國兩百多年

來，只有16年處於真正和平狀態。中國政府

和人民一直聚精會神建設國家，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從未主動挑

起過戰爭，亦從未侵佔過別國一寸土地。中

國的國防投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

保持在2%以內。正是因為我們一心一意聚焦

和平發展，才得以從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後國

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的發展成就源於凝聚中國人民的

奮鬥偉力。中國的發展成就，從來不是天上

掉下來的，更不是別人恩賜施捨的，而是中

國人民用勤勞、智慧和勇氣幹出來的。習近

平主席鼓勵全體中國人民要「擼起袖子加油

干」，這是中國人民奮鬥精神的真實寫照。

很多外國友人跟我說，中國人民是把別人用

來喝咖啡、上酒吧的時間都用來工作了。可

以說，中國的發展史就是14億中國人民把對

美好生活的追求變為現實的奮鬥史。

中國過去幾十年高度壓縮的工業化進

程，也不可避免地給中國帶來各種「成長中

的煩惱」。我們深知，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

發展中國家，仍面臨人均國民收入較低、區

域發展不平衡、生態環境治理有待提升等挑

戰。但我們深信，「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

關鍵」，將一如既往地聚焦發展，奮力建設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

各位朋友，

4天前，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5週

年紀念峰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當今世

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突如其來的新

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是一次嚴峻考驗。人類

已進入互聯互通的新時代，各國利益休戚相

關、命運緊密相連。」在當前形勢下，造橋

還是建牆、開放還是孤立、團結還是分裂、

合作還是對抗、協調還是霸凌，互利共贏還

是贏者通吃，面對這些關鍵抉擇，各國需用

行動給出答案。

個別國家頻頻挑動意識形態對立，公開

脅迫別國選邊站隊，為了一己私利蓄意破壞

國際社會團結抗疫努力，動輒「毀約退群」

拋棄國際責任和義務，隨意揮舞單邊制裁大

棒圍堵別國企業，甚至鼓吹「脫鉤論」，人

為地將相互依存、穩定有序的世界推向動盪

和失序。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堅決維護世界

和平發展和各國團結，堅定捍衛多邊主義，

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為任何國家都

沒有包攬國際事務、主宰他國命運、壟斷發

展優勢的權力，更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

搞霸權、霸凌、霸道。中國堅定推進互利合

作，維護自由貿易體系和經濟全球化進程，

反對人為「脫鉤」。中國全力支持各國團結

抗疫、共謀發展，反對以鄰為壑、損人利

己。

究竟是誰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的時代潮流，誰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智者

一目瞭然，公道自在人心。

亞洲國家歷史文化水乳交融，經濟發

展利益深度融合，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的發展繁榮是亞洲國家群體性崛起的一

部分，代表了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景。

危機當前，對地區國家而言，既是壓力和挑

戰，也為我們團結互助、彼此成就、共同成

長提供了新契機。

菲即將邁入中高收入經濟體之列，面臨

經濟發展關鍵轉折點與優化升級工業結構的

重要窗口期。看清現實，順應潮流，就能抓

住未來。菲的未來不會漂浮在什麼地方，而

是深深植根於自身獨立發展，深深植根於友

好的周邊環境，深深植根於和平、穩定、共

同繁榮的亞洲大家庭。

    各位朋友，

今年也是中菲建交45週年。中國人講，

「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遠」。45年來，

友好合作始終是中菲關係的主流，兩國政治

互信、務實合作、人文交流持續深化，不僅

造福兩國人民，而且為地區繁榮穩定做出積

極貢獻。近年來，在習近平主席和杜特爾特

總統的戰略引領和親自關心下，中菲關係進

入了「新黃金時代」。今年新冠疫情發生以

來，兩國守望相助，共同譜寫中菲新時期夥

伴關係，也為國際抗疫合作樹立了典範。

面向未來，如何確保中菲關係行穩致

遠，我認為中菲雙方應共同回答好以下四個

問題。

第一，如何把握中菲關係發展大方向？
中菲是搬不走的鄰居，兩國的緊密聯

繫不會因一時一事發生改變，也不應因局部

分歧而逆轉大局。中國人常說，「遠親不如

近鄰」。堅持睦鄰友好、互利合作，才符合

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此次菲疫情暴

發以來，中菲互為後援、攜手抗疫的感人歷

程再次印證了這一點。過去四年，習主席和

杜特爾特總統從戰略高度為雙邊關係擘畫藍

圖，引領中菲關係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

軌道上穩步前行。我們要不折不扣落實好兩

國元首共識，始終把握雙邊關係發展的主流

和正確方向，維護兩國來之不易的友好局面

和合作成果，推動中菲關係不斷取得新發

展。

第二，疫情新常態下中菲合作何去何
從？

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兩國的共同

使命，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兩國人民的共同

願望。中菲地理位置相鄰、經濟結構互補，

互為重要貿易與發展夥伴。即使在疫情衝擊

下，今年上半年中國在菲承包工程新簽合同

額仍實現了26.5%的逆勢增長，足見兩國務實

合作的巨大潛力。當前，中國經濟復甦取得

明顯進展，今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速為3.2%，

8月對外貿易總額增長了約6%。在疫情新常

態下，中方願與菲方加強經濟復甦合作，攜

手走出疫情造成的困境，將兩國抗疫合作成

果轉化為新的合作動力。中方將繼續與菲方

開展疫情聯防聯控，共享復工復產經驗，加

強疫苗與藥物研發等公共衛生領域合作。積

極推進建立必要人員往來「快捷通道」和重

要物資運輸「綠色通道」，確保產業鏈和供

應鏈穩定暢通，推動兩國務實合作早日全面

恢復。深化「一帶一路」倡議同「大建特

建」規劃對接，加快推進重要基礎設施項目

落地，助力菲經濟復甦與增長。同時把握時

代新機，在5G、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

算」等領域加強合作，打造中菲合作以及兩

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第三，中菲雙方如何妥善處理分歧？
中菲作為鄰居，有分歧很正常，關鍵是

如何妥處分歧。南海問題只是中菲關係的一

小部分，不應成為雙邊關係和合作大局的絆

腳石。個別人無限放大南海問題並為此反對

中菲關係的一切，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會

見時任菲總統阿基諾夫人時就指出，「從兩

國友好關係出發，這個問題可先擱置一下，

採取共同開發的辦法。」

當前形勢下，中菲雙方更應擱置南海爭

議，攜手實現共同發展，而不是人為擴大分

歧、激化爭端，在爭吵中錯失發展良機。習

近平主席在會見杜特爾特總統時明確表示，

「雙方要擱置爭議，排除外來干擾，集中精

力搞合作、辦實事、謀發展。」正是本著上

述精神，中菲建立了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

制，並積極探索互利共贏的共同開發合作。

中國還同菲及其他東盟國家持續推進「南海

行為準則」磋商。事實證明，只要中菲雙方

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就一定能維護好

雙邊關係大局，維護好南海地區和平與穩

定。

面對域外勢力在南海興風作浪、惡意挑

撥中國與地區國家關係，我們應保持足夠的

清醒和定力。歷史上域外勢力干涉導致的慘

痛教訓比比皆是，外部勢力可以在插手攪局

後一走了之，但受戕害的國家和地區卻遺患

無窮、難以自拔。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是中國

在南海最大的戰略利益，也是包括菲在內地

區國家的共同訴求。中方願與菲及其他東盟

國家共同排除外界干擾，切實維護自身利益

和地區和平穩定。

第四，如何客觀看待和認識中國？
我抵菲以來，不時看到一些涉華報道

和言論既不全面也不準確，有些甚至刻意

「妖魔化」中國，比如鼓吹所謂「中國項目

威脅菲安全」、「中國債務陷阱」乃至質疑

中國阻礙「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進

程等，很多善良的菲民眾不幸被誤導。事實

上，這些論調毫無根據。沒有人能夠拿出證

據表明在菲中資項目的安全威脅。相反，這

些中資項目為菲國家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疫情期間，在菲中國企業在做好防控的同

時，穩步推進復工復產，積極履行社會責

任，為菲抗疫和經濟復甦做出了積極貢獻。

這些中國企業為菲創造了大量就業，僅50家

大型中資企業就僱用了18000多名菲律濱人。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項目對菲構成安全威

脅。根據菲央行統計，中國債務只佔菲債務

總量的0.65%，如所有中國援建的項目得以

落地，中國債務佔比也僅為4.5%左右，遠不

及其他有關國家。中國一貫致力於同東盟國

家加快推進「準則」磋商，2018年李克強總

理率先提出希於2021年完成磋商的「三年願

景」。中方一直致力於達成這個願景，並作

出了不懈努力。我們期待著在菲律濱擔任中

國-東盟關係協調國任期內，「準則」磋商取

得實質性進展，助力南海和平安寧。

造成上述認知上的錯位，部分原因是雙

方民眾交往和瞭解不夠，也有部分是別有用

心者出於狹隘私利，不願看到中菲關係穩定

發展，肆意編造和散佈抹黑中國的謊言。我

們要秉持中菲友好基調，攜手抵制各類涉華

謠言和謊言。

同時持之以恆促進兩國各領域人員交

往和相互瞭解，增進兩國民眾相知相親。疫

情新常態下，我們要創新方式，搭建更廣泛

的媒介窗口和溝通渠道，推動兩國政黨、議

會、地方、智庫等積極開展「雲交往」，舉

辦各類豐富的線上活動，更加客觀平衡完整

地展現中菲關係的全貌，讓兩國民眾更好地

理解和支持中菲友好，為中菲關係不斷發展

營造良好氛圍。

各位朋友，

「 不 畏 浮 雲 遮 望 眼 ， 只 緣 身 在 最 高

層。」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與杜特爾特總統通

電話時指出的，「中菲兩國堅持友好，完全

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歷史一

定會證明這一點。」我堅信，只要中菲順應

歷史潮流和世界發展大勢，戮力同心、攜手

並進，中菲全面戰略合作關係必將行穩致

遠，我們必將迎來共同發展與繁榮的美好未

來！

謝謝大家！

總統府反對推遲2022年大選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說，新冠肺炎疫

情不應被利用來推遲2022年全國大選。

總統發言人羅計在聲明中說，目前的公

共衛生危機不應作為推遲下屆選舉的理由。

羅計說：「舉行選舉是政府必須確保提

供的公共服務。」他強調，推遲選舉對公眾

來說是不好的。」眾議員邁克．亞羅育於週

四促請選舉署考慮推遲2022年選舉，理由是

他的選區擔心在疫情期間投票。

選舉署長阿描斯在選舉署的預算聽證會

期間回應邁克．亞羅育說，推不推遲，決定

權在國會和杜特地總統的手上。

但羅計說，如果下一屆的選舉改期，這

將對憲法構成挑戰，他指出，憲法規定全國

選舉的固定日期是5月的第二個星期一。

他說：「國家大選距離現在還有2年，我

們仍有充足的時間來做準備。」

選舉署發言人希敏尼斯昨天上午說，

他們正在為2022年選舉可能會在爆發疫情間

舉行的情況做準備。他解釋說，他們正在研

究其他的投票方式，包括舉行兩至三天的選

舉，並提議為下次選舉購買更多的投票機。

羅計還說，菲國可以參照在疫情期間舉

行選舉的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美國的選舉

將在數月後舉行。

他強調：「我們不能利用現有的全球衛

生危機作為取消和重新安排選舉的理由，因

為公眾是不會接受的。」

狄倫指推遲大選無法延長官員任期
本報訊：參議員狄倫拒絕了眾議員邁

克．亞羅育提出的推遲2022年5月大選的想

法，他說，政客不能以此為藉口，在其固

定任期後繼續留任。

狄倫對再出現無選舉的呼聲並不感到

驚訝，但他說，這一舉動不能作為事實上

的任期延長。

他昨天告訴記者：「這種延期可能是

延長國會議員和民選官員任期等主要目的

的前奏。但這是不可行的。」

憲法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國家大選，

選舉定在五月的第2個星期一。下一屆選舉

必須在2022年5月9日，也就是在杜特地總

統的任期於2022年6月30日之前舉行。

狄倫補充：「即使我們推遲選舉，民

選官員的任期是由憲法規定的，除非你修

改憲法，否則你不能延長官員的任期。」

他說，只有描籠涯官員的任期可以通過法

律進行修改。從自治市、市、省和國家級

直至總統的所有其他民選職位都是根據

1987年憲章確定的。

選舉署長阿描斯於週四告訴眾議員，

只有國會和總統可就這樣的提議作出決

定。

如果有關推遲全國選舉的討論推動，

國會必須通過一項法律來授權。狄倫說，

選舉署的權力只允許它暫停某些地方的選

舉，前提是那些地方發生「非常嚴重的情

況」，並且會妨礙自由、誠實和有序的選

舉。

狄倫還指出，不能以疫情作為推遲選

舉的理由，他說，這不在選舉法的範圍之

內。人們公認的推遲地方選舉的理由包括

暴力、恐怖主義和選舉用具遭到破壞。

還有一個問題是，從現在開始的一

年半後，新冠肺炎危機是否仍然是一個問

題，新冠肺炎疫情是亞羅育的主要論點。

狄倫說：「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推遲

全國選舉。我們將在參議院強烈反對。我

認為參，議員們不會因任何理由而改變主

意，並允許推遲選舉。」

參議長蘇道和參議員轆遜也質疑推遲

選舉的提議，他們表示，這是違反憲法的

規定。

轆遜在聲明中說：「任何關於這個問

題的討論或辯論都是徒勞的，如果不是浪

費時間和精力的話。」

杜特地總統的親近助手、現任參議員

蒙．吳（音）也不接受這個想法，他說，

推遲下屆選舉應該只是萬不得已的辦法。

食藥署沒收大量假連花膠囊
本報訊：食藥署長杜明戈昨天說，食

藥署在大岷區和中呂宋沒收了假連花清瘟膠

囊。這一傳統藥物於8月獲得了食藥署的批

准，但不是用於治療新冠肺炎，這與它在中

國的用途不同。

杜明戈說，在衛生部舉辦的一個網上論

壇上，杜明戈被問及食藥署是否有能力逮捕

那些兜售假連花清瘟膠囊的人。

他說：「我們已抓捕了一些。我們一直

都在與國調局和菲國警合作，實際上，我們

在大岷區和第三行政區搗破了幾個設施。」

他補充：「我們沒收了產品，它們都被

扣押了，案件正在審理中。」

杜明戈說，假連花清瘟膠囊的大量出現

可能與它在中國用於治療輕微的新炎有關。

他說：「很多是在中國人開始的地下診

所裡被發現的。他們可能會派這一款藥給患

者，因為在中國已批准將其用於治療新冠肺

炎。」

食藥署在較早前強調，菲律濱批准的連

花清瘟僅用於治療肺部毒素、發熱和其他相

關症狀，不用於治療新冠肺炎。

在註冊藥房購買此藥品也需要醫生的處

方。

明年4月有新冠疫苗？食藥署：這是最好情況
本報訊：食藥署長杜明戈昨天說，在

2021年4月，一種新冠肺炎疫苗可能獲批用於

商業用途，這是最好的情況。

杜明戈在衛生部的在線論會上說：「最

好的情況是，如果臨床試驗在12月或1月前完

成，並同時向食藥署提交申請，那麼到4月，

我們就有可能有疫苗獲得批准。」

他補充：「那是最好的情況，3至6個月

的臨床試驗變成3個月，並且假設他們將完成

他們的所有分析以及立刻向食藥署提交分析

結果。」

科技部長黎拉帛迎說，世界衛生組織要

到下個月發布了其規程和將被使用的具體疫

苗清單後，才可能開始招募新冠肺炎疫苗團

結試驗參與者。

他重申，參與者將從菲國新冠肺炎病例

最多的5至10個描籠涯內進行招募。

黎拉帛迎說：「這是很重要，因為我們

希望測試疫苗的效力，我們將在高發病率或

高發病率的地方進行分階段測試。」

他補充：「如果世衛組織在10月公布疫

苗名單和規程，我們才會開始招募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