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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一堂，共襄盛举！
5月15日，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

大洲的各方嘉宾，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
作共赢大计，致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致
力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是亚洲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历史节点，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重要历史时刻。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深情回望亚洲文

明的发展历程，高度评价亚洲人民创造
的辉煌文明成果，准确把握亚洲人民对
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
洲的美好期待，明确提出了加强交流互
鉴的 4 点主张，向世人宣示了中华文明
的特质与气质，引起与会嘉宾广泛共鸣，
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
洲人民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辉煌
的文明成果，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
明交流互鉴。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

岁月洗礼，把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
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各种文明在这片
土地上交相辉映，谱写了亚洲文明发展史
诗。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古老
商路，助推丝绸、茶叶、陶瓷、香料、绘画雕
塑等风靡亚洲各国，记录着亚洲先人们交
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现在，“一
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
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各国在科
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
合作蓬勃开展，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

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今天
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
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
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不同文明在
交流互鉴中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
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
源泉。“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
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
洲而更加绚烂多姿。”正如习近平主席所

指出的，从宗教到哲学、从道德到法律、从
文学到绘画、从戏剧到音乐、从城市到乡
村，亚洲形成了覆盖广泛的世俗礼仪、写
下了传承千年的不朽巨著、留下了精湛深
邃的艺术瑰宝、形成了种类多样的制度成
果，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亚洲
文明发展史深刻表明：文明因多样而交
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坚持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我们才能夯实共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各国人民才能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
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把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大势，顺应
亚洲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让文明交
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
平的纽带，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
享有文化滋养，我们就能共同创造亚洲
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近日，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
商进行之际，美方发布消息，把对2000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
调至25%。美方还给中方贴上“倒退”“背
弃”等标签，声称“中国的承诺受到了侵
蚀”，指责中方“出尔反尔”“削弱了美方
的核心诉求”。这完全是罔顾事实。

美国编织的所谓“中国出尔反尔论”
的大帽子完全是颠倒黑白。中美经贸磋
商一年多来，中方一直抱着最大的诚意
推动磋商，希望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
基础上，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即使
在美方威胁加征关税的情况下，中方工
作团队仍从大局出发，赴美举行第十一
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最大程度展现
了中方推动谈判的诚意。

工作层面磋商就是一个交换意见、达
成共识的过程，双方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
就一些问题进行反复讨论也是正常的。如
果将工作层面磋商过程中的分歧和不同意
见动辄贴上“出尔反尔”的标签，那还磋商干
什么呢？无论哪个国家，在磋商中都是有原则
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中方的
核心关切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双方工作团队
的磋商都是过程中的事情，双方并没有正式
签订协议，何来“承诺”之说。美方在磋商中也
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难不成也是出
尔反尔？美国的强盗逻辑是，美国说的就是你
们说的，要不从就是出尔反尔，实际上就是美
国说的都是“出尔”，不从就是“反尔”！

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这是中华民族始
终坚守的道德准则。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打开国门搞建设，全球共享了中国改革开放
成果，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有目共
睹。加入世贸组织十几年来，中国全面履行承
诺，坚定支持多边体制，大幅降低进口关税、
削减非关税壁垒，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
主义，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负责任发展中大国
的守信形象。早在2010年，中国降税承诺就已
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
降至9.8%。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开放承诺到
2007年就已全部履行完毕，目前已接近发达
国家开放水平。就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
布的多份年度报告也不乏对中国入世的正
面评价，认为中国政府认真履行了承诺。

反观美国，近两年来，作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体制的主
要建立者和参与者，本应带头遵守多边
规则，却在国际组织中频频变脸退群，其
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形象受到国际社
会广泛诟病：当一个协议、条约、组织符
合本国利益的时候，就追逐它、利用它；
认为一个协议、条约、组织无助于实现美
国利益最大化时，就掀桌子走人。

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在“以结果为导向”的“美
国优先”政策下，美国不断从国际组织和多
边协议中抽身，逃避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和
义务。美方出尔反尔之多，倒是让世人看到

了什么是出尔反尔的真实嘴脸。
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出尔反尔久矣，各

国受其害也久矣。早在2001年，美国就曾宣
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的效
力因此而大打折扣。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裁
决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是迄今为止世贸
组织成员中最大的“不守规矩者”，世贸组
织2/3的违规都是由美国引起。这两年，美
国认为全世界都在占它的便宜，生生将“美
国第一”变成“美国唯一”。这种只享利益、
不担责任的霸道行径，换来的只能是世界
各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

中美经贸磋商一年多来，美方在诸
多议题上出尔反尔同样已是世人皆知。
去年 5 月 29 日，美方就曾推翻双方发布
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宣布对中国
出口美国的价值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
税。今年5月5日，美方又重启关税威胁，
使双方经贸磋商遭遇重大挫折。

美国出尔反尔，挥舞着贸易保护主义
大棒、滥用征税手段、实施极限施压和讹诈
的做法，严重破坏国际贸易秩序、伤害合作
方利益，同样也会伤及其本国企业和国民
利益。美国任性妄为，增加了未来全球经济
增长的不确定性，让国际社会感到失望。在
国际经贸往来中难免存在分歧，合作是唯
一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引
领世界。奉劝美方顺势而为，多做有益于世
界和平与发展之事，不要再玩弄为捞取一
己私利不断出尔反尔的把戏了！

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举行之际，美方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
上调至25%，使中美经贸磋商进程遭
到严重挫折。美方竟然还同步抛出一
个“加征关税有利论”来掩饰此举对
美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殊不知，美国
人民不买这账，强烈反对加征关税的
声音首先从美国发出来。

“加征关税有利论”，究竟是一种
无知还是一种伪装？

从去年的“贸易战很好”，到如今
不断宣扬“中国正在向美国支付巨额
关税……这些巨额税款将直接交给
美国财政部”“关税将为我们的国家
带来更多财富，甚至超过传统类型的
惊人交易。此外，这更容易和更快速”

“中国会大大减速，我们会自动加
速”……在美方一些官员看来，加征
的关税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得
来全不费工夫；加征关税只会削弱对
手，对自己毫发无损。有人还不断借
此制造假象，好像美国经济正因加征
关税而欣欣向荣。借用国际媒体的评
价，这不过是美方乐于“凭空制造胜
利”的又一案例。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研
究论文指出，2018年美国对其贸易伙
伴加征的关税以及对方国家对美国征
收的报复性关税，已使美国经济损失

78亿美元。关税造成美国消费者和生
产商每年需承担688亿美元的成本。美
国商务咨询机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显示，对价值25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及对
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
国每年减少93.4万个就业岗位。英国

《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指出，美国一
意孤行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更高关
税、而不是达成协议以结束美中贸易
战，令美国商界倍感失望。

美方“加征关税有利论”想象了
这样一种情境：加征关税就等于从
中国口袋中白拿钱，美国一些人坐
收渔利。但是，事实却是另一种情
境：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对关税的
消化能力有限，关税增加额度必然
会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支出环节。
美国政府寄望于企业找到替代进口
来源，但不少美国企业主对此只能
耸耸肩、摊开双手：中国商品物美价
廉，只能从中国采购，提高的成本只
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
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加征关
税使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去年每月
损失 44 亿美元，美国收取的关税收
入“不足以弥补购买进口商品的消
费者所承受的损失”。把美国消费者
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就声称天上掉

下来了绿花花的美钞，但美国消费
者的钱包瘪了，人们岂能买账？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谁能够随心
所欲。美国要给别人强加关税，别人
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要进行反制。
加征关税给美国带来的痛是显而易
见的。美国不少农民正经历“艰难的
经济时刻”。美国政府去年宣布发放
120 亿美元农业补贴，但与生产成本
上涨和出口减少造成的损失相比，不
过是杯水车薪。“我们熬不过去了”，
不少美国农民和企业主发出这样的
呼声。“10 个月来，美国而不是中国，
一直在为贸易战承担全部代价。”代
表美国150多个零售、技术、制造业和
农业贸易组织的游说团体“关税伤害
美国腹地”日前发表声明指出，“提高
关税只会惩罚美国的农民、企业和消
费者。”但是，美国的决策者迄今仍然
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

应当看到，大唱“加征关税有利
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试图靠加
征关税或威胁提高关税来解决中美贸
易摩擦问题，完全是出错了牌，把宝押
在关税上最终必然导致空欢喜一场。
我们奉劝一句，美方如果有足够智慧
来保证自身利益的话，就应当选择与
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的基础上，通过磋商解决问题。

原载5月15日《人民日报》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礼仪之邦，
交往讲究礼尚往来，交锋讲究先礼后
兵。

对中美经贸摩擦，中方始终保持
极大的克制，始终抱以极大的诚意，
认真精心准备谈判。即便在美方进行
极限施压，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后，中方仍派代表
团赴美进行第十一轮高级别磋商，把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保持到最
后一刻。在美方此举直接导致中美经
贸摩擦升级后，中方不得不对原产于
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调整加征关税
措施，同时仍希望美方回到双边经贸
磋商的正确轨道，和中方共同努力，
相向而行，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
基础上继续推进谈判。

君子之国，有君子之道。正如有
外国政要指出的，中国在国际上重信
守诺，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
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
担当。一年来，中方推动谈判的诚意
和善意有目共睹。我们重信用、守承
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遗憾的

是，美方一再提高要价，几番出尔反
尔，痴迷于极限施压，以为可以通过
这种不讲信用、蛮横霸凌的做法实现
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是判错了形势、
认错了对象！千万别把中国的诚意当
可欺，千万别以为中方在重大原则问
题上会退让妥协，千万别以为中方会
拿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去
做交易。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尊
严的信念高度一致、决心坚如磐石，
现在的中国绝不会再做丧权辱国的
事情，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
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搞霸凌主
义、极限施压那一套，除了有损美方
信誉和形象，别无他用。

面对美方挑起的经贸摩擦，中方
的立场始终明确：贸易战没有赢家，
中国不想打，但也不怕打。中国经济
和美国经济深度融合，美方加征关
税，对中国人民不利，对美国人民不
利，对世界人民也不利。从一开始，中
方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以最大
的诚意与美方磋商，做到了仁至义
尽。同时，中方对最坏的结果也有预

判，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中国人民从
历史经验中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必须坚持底线思
维，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一
年来，举国上下围绕稳就业、稳金融、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做好
各方面工作，成效正在显现，经济基
本面稳中向好，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承
压能力、抗风险能力有足够自信，无
惧美方把贸易战打下去。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最好的选
择，但合作是有原则的。在重大原则
问题上中方不会让步，也不可能让
步。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始终认为中美在经贸领域有着广泛
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应该
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但谈判必须有
诚意，必须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的原则，双方的协议必须是平等、互
利的。只有双方相向而行，求同存异、
聚同化异，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
决问题，才能让中美经贸交往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原载5月15日《人民日报》

在我居住的小区，每天清晨七
点钟左右，就有一位阿姨牵着一只
柯基犬出来转悠。体型不大的短腿
柯基拴着狗绳，带着口罩，显得莫名
喜感。阿姨随身带着处理粪便的胶
带和纸巾，看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小
学生，一面快乐地打招呼，一面略显
紧张地拉紧狗绳。

这样的遛狗方式，肯定不自由也
不潇洒，但我却莫名地有点感动。回
想近年来纵狗伤人的恶性事件时有
发生，“为什么狗不咬别人要咬你”的
强词夺理频频出现，这位遛狗的阿
姨，以她的克制，小心翼翼地营造了
一种公共生活中的分寸感。这种克制
背后是善良的品质，更重要的是一种
对公共生活规范的认可和坚守。

看到中山市文明办最新公布的
《中山市民文明公约》，上文提到的

“遛狗拴绳不留便 ”成为了社会凝聚
的共识，并落实成公约的明文，这实
在是令人欣喜的一件事。纵观十二
条《公约》，涵盖了禁烟区域不吸烟、
公共场所不喧哗、行车礼让不抢道、
有序排队不争抢、遛狗拴绳不留便等
内容，看似是寻常不过的常识，实际
针对的都是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中的
痛点。从《公约》的条文中，我们可以
发现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
华夏传统道德理念的当代表达；从

《公约》的形成来看，3 个月的征集，6
万余条信息的反馈，近20万人次投票
的遴选，说公约是当前中山市民社会
共识的凝聚，一点也不为过。

《中山市民文明公约》堪称中山
市民公共生活中最起码、最简单的行
为准则，遵守《公约》是维护社会公共
生活正常秩序的必要条件，是成为一

个有道德的人的最基本要求，更是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以《公
约》为基准，增强社会公德意识，自觉
地以社会责任感考虑自己的行动，遵
循体现社会群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
公共规范。

落实到公共生活中可感的部分，
《公约》没有法律条文所特有的强制
性，却拥有春风化雨一样潜移默化的
效力。它致力在公共生活中营造一种
令人舒适的分寸感，使人在吸烟、遛
狗、行车等明显带有“外部性”的社会
行为中保持谨慎和克制，“不打扰，就
是我的温柔”。可以想见的未来，如果
人人都能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遛狗的
阿姨一样，将十二条《公约》的条文内
化为个人的日常行为，我们将迎来一
个新风蔚然的美好家园。

璀璨的亚洲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精彩篇章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谁在“出尔”，谁在“反尔”
——“中国出尔反尔论”可以休矣

□钟声

不要陶醉于自欺欺人的“胜利”
——“加征关税有利论”可以休矣

□钟声

君子之国，先礼后兵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山文明公约》营造美好家园
□漆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