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个非常关键

的时间节点召开的重要会议。从中国国内来看，中国正在

朝着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

进。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当前正全面参与世界事务，尤其是

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 30%。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

团、金砖国家合作等机制中，也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

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等，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十九大既对中国过去五

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做了总结，也为未来明确了方向。从

2020 年到 2035 年，中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

大制定的方针，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并持续推动中国经

济的发展。十九大报告和相关政策，反映了习近平主席深远

的战略眼光。

我们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探索，走

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中的有些具

体做法，对于其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比如任用官员中的

选贤任能制度，中国对官员的选拔、任用、培训、考核、提拔

乃至降职，都做出了一整套规定，这样一套制度对于其他国

家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十九大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为中国的稳步发展

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与世界关系描绘了新的愿景。

（作者为美国政治和经济评论员、跨国公司战略顾问）

为中国稳步发展指明方向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时，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治理一个国家的最佳方式是

什么？谁有权决定？如何评价？不同的人对这些问题会有

不同的答案，但在我们看来，有一种简单的评估方法，那就

是让人民来回答。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让近 8 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 2008
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拥有

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也是世界

最多的。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加大了打击腐败和治理环境

污染的力度，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整顿了中国共产党队

伍，也重新规划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和适应

能力是中国进步的动力。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而言，中

国政府就是社会进步和稳定的保证，为个人的出彩提供了

滋养的土壤。而这不仅对中国人民如此，对世界其他民众

而言同样如此。

现在，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大大提高，无论是对新兴

市场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都是可靠的合作伙

伴。鉴于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不仅释放出未来中国发展的信号，而且预示了

世界未来走向。

（作者为美国知名未来学家以及畅销书作家）

中国进步增添新动力
多丽丝·奈斯比特 约翰·奈斯比特

采访中共十九大的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难得。因为这是

我第一次采访如此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是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

10 月 18 日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全程聆听习近平所作

的十九大报告。我为习近平的个人魅力所深深折服。在报

告里，他对中国过去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做了高度概括，

同时也对未来五年乃至数十年中国的前进方向做了明确规

划。尽管我是一个外国人，但依然听得心情激动。因为报

告中提到的很多内容，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比如说改善民

生、发展经济、深化改革、反腐败等等。中国秘诀在哪里？

我非常期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我对习近平提到的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也非常感

兴趣。柬埔寨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我们柬埔寨人对中国极

为尊重和钦佩。中国的公司在柬埔寨投资了许多工厂，为我

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和希望。中国文化在柬埔寨很有感召力，

《三国演义》《西游记》《还珠格格》等电视剧在柬埔寨家喻户

晓，许多柬埔寨学生都把学习汉语作为必修课。我们的心贴

得如此之近，中柬关系有什么理由不友好呢？

我还参加了许多条场外路线采访，看到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生态保护、创新发展、民生改善等方

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向柬埔寨人民介绍中国经验，这是我

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期一周多的采访行程，在我脑海中留

下了深刻印迹。

（作者为柬埔寨新闻网国际新闻资深记者）

期待了解中共成功经验
多恩·钱瑞蒂拉

我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在长达 3
个多小时的报告中，习近平总结了过去五年中国的历史性

成就，其中提到了中国的外交工作，并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

交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听到这些，我非常激动。

习近平强调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也指出中国

将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尤其提到“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

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我感到，在中国的带动下，中国的周边国家未来也会

有快速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

以强凌弱。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

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

张。这些都令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安全感。

几年前，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让很多亚非

拉国家搭上了发展的快车。中国将继续积极促进“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这将给发展中国家更多鼓舞和信心。中国的

这些对外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给世界带来进步，也会令中

国在世界上更为耀眼。

（作者为阿富汗帕克沃吉通讯社记者）

中国在世界上更为耀眼
帕尔维兹·卡罗哈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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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中国进入新时

代的宏伟蓝图牵动世界目光；中国同各国共

创美好未来的愿景赢得各界赞叹；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发世界对人类发展

路径的深层次思考。

“新时代的中国展开
腾飞的翅膀”

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到，“新时代”是理解

十九大的重要切入口。新加坡《联合早报》

认为，按照习近平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说，中国共

产党勾勒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伟大目

标的实现需要中国增强对自己道路、理论、

制度和文化的信心。

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敏锐捕捉到

“新时代”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十九大

将会被历史铭记，因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从根本上说，也

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中国由此展

开腾飞的翅膀。”他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

中不仅阐述了中国过去五年取得的显著成

果，也勾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路线。

“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中国领导人将

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设定的经济增长目

标。”“金砖”概念提出者、高盛前首席经济学

家吉姆·奥尼尔对本报记者表示，过去五年，

中国政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调整

优化经济结构，服务业和消费对经济贡献不

断增长。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巴布罗·罗伟塔曾

在中国生活 20 余年，亲身经历了中国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对十九大以后中国发展充

满信心。”他对本报记者感叹道，十九大报告

作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奋斗目标。

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教授迪特里希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的中国已

和 从 前 大 不 一 样 ，甚 至 2017 年 的 中 国 和

2013 年的中国相比，在诸多领域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将切实指导和推进中国的外交、军队

现代化、生态环境、党建等各项工作，让中国

的未来更加光明。

“为世界贡献了更丰
富的中国智慧”

国外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既不是简单套用教条，也不是其他国

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当代中国创造

性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形成的创新

版，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

国获得新的实现形式。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贯穿始终的灵魂。巴布罗·
罗伟塔关注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在他看来，这将对中国

国家政策、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成长，每个

时 期 需 要 不 同 的 哲 学 思 想 理 论 和 社 会 实

践。”迪特里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说，新

的实际情况需要新的科学理论指导，在 21
世纪自然离不开适合 21 世纪的科学理论。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来源于唯

物辩证法和自身实践，这使其能够客观地理

解世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也包含着对人类

文明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类美好未

来的切实追求，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提供了思想借鉴。

西班牙东亚问题专家圣地亚哥·卡斯蒂

约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是对中国在过去所取得历史性成就

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未来发展的

思考和指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精神和伟

大的创造力，不仅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思

想指引，而且为世界贡献了更丰富的中国智

慧。

“中国将更加积极地
参与全球治理”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十九

大报告对人类未来美好蓝图的描绘，受到世

界广泛关注。在国际社会看来，随着十九大

的胜利闭幕，中国同世界的互动开启了新的

航程。

菲律宾众议员、前总统阿罗约认为，中

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更加坚实。

“近年来，中国不仅拥抱国际社会，而且

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领导力，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南非前副外长、非国大

执委伊斯梅尔·易卜拉欣表示，中国同南非

等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发展目标，“人类

命运共同体”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机制

中得以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巴西中国和亚太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维

利诺·卡布拉尔对十九大报告中“永远不称

霸，永远不搞扩张”的承诺印象深刻。他向

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真

正做到了维护世界和平，同时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带动其

他国家共同发展。

十九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

基本国策，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对世界而言，这开启了新

的机遇之窗。

“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欧盟各界对此深表欢迎。”欧洲

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乔·莱恩议员对本

报记者表示，欧中双方都坚定维护开放以及

以制度为基础的、公平公正的世界贸易体

系。

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埃万德罗·卡瓦

略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不

但与很多国家签署了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

还加大了对联合国的贡献，提高了对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相信中国将更加积极

地参与全球治理。

（本报北京、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约

翰内斯堡、里约热内卢、布鲁塞尔 10月 24日
电 记者赵成、李应齐、王迪、王骁波、李志

伟、张远南、陈效卫、任彦）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时刻

图①：19 日，一名外国记者在十九大新闻中心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问。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图②：22 日，外国记者在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抓拍镜头。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图③：21 日，十九大新闻中心第四场记者招待会

上忙碌的外国记者。 胡庆明摄

图④：24 日，党代表在“党代表通道”接受采访后

仍被中外记者“围追堵截”。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图⑤：20 日，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体采

访会上，中外记者踊跃举手提问。 翁奇羽摄

图⑥：24 日，十九大闭幕会现场。 翁奇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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