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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函賀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成立40周年：

為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國
宋慶齡基金會成立 40 周年之際，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發來賀信，向基金會全體同志表示熱烈的
祝賀，向為基金會作出貢獻的海內外各界
人士表示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40年來，在黨的堅
強領導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繼承發揚宋慶
齡先生的崇高精神，在增進國際友好、拓展
海峽兩岸暨港澳交流、發展青少年事業等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希望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秉承宋慶
齡先生「永遠和黨在一起」的信念，踐行
「和平·統一·未來」宗旨，把握時代主
題，發揮特色優勢，深化對外民間友好合

作，致力於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助力青少
年成長成才，發展公益慈善事業，為促進
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汪洋：把「永遠和黨在一起」作為立會之本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成立40 周年紀念大會
5 月 31 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並講話。他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充分肯定中國
宋慶齡基金會成立 40 年來取得的成績，對
基金會在新時代擔負的使命任務提出明確
要求，體現了黨中央對基金會工作的高度
重視和殷切期望，為新時代基金會事業發
展指明了前進方向。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作

為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必須把宋慶齡先
生「永遠和黨在一起」的堅定信念作為立
會之本，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心
聚力作為工作的根本立足點，匯聚起海內
外中華兒女同圓共享中國夢的磅力量。
要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統籌推進各
項工作，更好成為拓展民間外交的重要平
台、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橋樑、發展
青少年事業的重要力量、促進公益慈善事
業的重要團體。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成立於 1982 年，是
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40 年來，基金會踐
行「和平·統一·未來」宗旨，為促進中外
民間友好、推動海峽兩岸暨港澳交流、發
展青少年事業等積極貢獻力量。

習近平函賀中國兒童中心成立40周年：

用心用情促進
兒童健康成長全面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在中國兒童中心成立 40 周
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發來賀信，表示熱烈的祝賀，
並在「六一」國際兒童節到來
之際，代表黨中央向全國廣大
少年兒童致以節日的祝賀，祝
小朋友們學習進步、快樂生
活、茁壯成長。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40 年
來，中國兒童中心堅守為黨育
人、為國育才初心使命，落實
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服務廣大
兒童，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

設者和接班人作出了積極貢
獻。
習近平強調，希望你們發揚
光榮傳統，團結廣大兒童工作
者，做兒童成長的引路人、兒
童權益的守護人、兒童未來的
築夢人，用心用情促進兒童健
康成長、全面發展。
中國兒童中心成立於 1982
年，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第一家
國家級校外教育和兒童發展研
究機構。40 年來，中國兒童中
心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累計有
數億少年兒童參加中心組織開
展的各類活動。

王毅

視頻致辭「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 強調中美關係不能再惡化

：冀美有識之士為中美關係注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5 月 31 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應邀在「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上發表視頻致辭。王毅指出，中美
關係不能再惡化下去了，必須做出正確抉擇，希望美國有識之士不再猶
豫，行動起來，不斷為中美關係注入正能量。

「基辛格與中美關係」研討會由中國人
民外交學會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99歲生日之際以線上方式舉辦。會議回顧了
基辛格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積極努力，
並就中美關係問題進行研討。
王毅讚賞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各界友好人
士長期關心支持中美關係發展，表示，半個
世紀前，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
總統、基辛格博士等中美老一輩領導人，以
非凡的遠見卓識、政治勇氣和外交智慧，打
破了兩國隔絕對抗堅冰，實現了震撼世界的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翻開了中美關係新
的篇章。50 多年來，基辛格博士近百次訪
華，推動歷屆美國政府奉行積極對華政策，
致力於中美關係發展成為博士外交生涯中最
華麗的篇章之一。
王毅說，建設一個互聯互通、多元包容、
安全共享的世界，是中美兩國必須承擔的責
任義務。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是中美雙方
必須回答好的世紀之問。鼓吹中美「接觸失
敗」，渲染「對話無用」，聲稱「合作共
贏」只是政治口號，這些論調既不尊重歷
史，也不符合事實。

須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
王毅指出，中美關係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
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
展方向面臨被進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險。如果
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不斷開倒車，將從根本上
破壞台海和平，最終必將殃及自身。中美關
係不能再惡化下去了，必須做出正確抉擇：
要端正戰略認知，摒棄冷戰思維；要鞏固政
治基礎，妥善管控分歧；要跳出競爭邏輯，
增進交流合作。
王毅說，當前中美關係的氛圍很不正常，
美方的極度焦慮完全沒有必要。中國壓倒一
切的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自己，滿足人民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美國如果一味以大國競爭
定義中美關係，以你輸我贏作為政策目標，
只會將中美推向對抗衝突，將世界推向分裂
動盪。
王毅表示，基辛格博士曾說，要有「外交
哲學」，而不是僅僅把外交當成「行政事
務」。身處動盪變革的時代，人類需要和平
共處、合作共贏的外交新哲學。希望美國有
識之士不再猶豫，行動起來，不斷為中美關
係注入正能量；期待中美各界人士不再沉
默，積極發聲，為兩國人民帶來新希望。

基辛格：雙方需建立共處原則
剛剛度過 99 歲生日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
格線上參加會議，並就當下中美關係發表了
觀點。他指出，中美作為大國需要建立共處
的原則，找到共處的方式，共同避免對抗。
基辛格表示，過去幾十年，中美關係沿着
建設性方向不斷發展，但是現在雙方存在很
多分歧，形勢相當緊張。無論是中方還是美
方都清楚，過去幾十年裏，中美兩國都肩負
重大責任，和 50 年前相比，現在雙方責任
更大。
基辛格說，如今世界發生前所未有的變
化，科技發展使大國之間關係更加複雜，特
別是掌握高科技的國家更是如此。這一背景
下，作為大國需要建立共處的原則。中美兩
國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中國有幾千年的歷
史，而中國的政府治理和外交政策也建立在
幾千年的基礎之上。美國相對更年輕，政策
是建立在務實的基礎之上。在這一情況下，
兩國要找到共處的方式，共同避免對抗，對
抗可能會導致衝突甚至軍事衝突，需要避免
出現這種情況，才能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基辛格表示，中美雙方應當共同努力開啟
對話，通過對話來完整了解對方的核心利
益，並且對對方的關切予以尊重。他以台灣

◆王毅表示，中美要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圖為當地時間 5 月 10 日，民眾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舉行的 2022 年先進清
潔運輸博覽會上參觀中國車企比亞迪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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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為例指出，尼克松總統訪華和毛澤東主
席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當時雙方
達成默契，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中國
也理解美方對於一個中國原則如何落實的關
切。這種邏輯仍然應被納入中美關係的框架
中。
基辛格指出，雙方應當共同維護過去建立
起來的框架。除了台灣問題，世界上很多問
題都應該這樣處理。比如，技術的進步使各
方軍事能力都有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對
各自造成的威脅和過去不是一個量級。如何
有效管控技術，如何避免正常發展可能帶來
的破壞性影響，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外交部美大司開通官方微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中
國外交部美大司（北美大洋洲司）開
通微博，名字為「寬廣太平洋」。
「外交部美大司主管中國同美國等北
美與大洋洲國家雙邊關係，官方微博
『寬廣太平洋』於 2022 年 5 月 31 日正
式開通。我們將通過這一平台，發布
中國政府對美政策立場和涉美外事活
動消息，介紹中美等雙邊關係進展，
歡迎大家積極關注和支持！」「寬廣
太平洋」在當日發布的微博中寫道。

趙立堅：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哪來的什麼
「總統」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
國國會有關議員訪問台灣，將在今天會見
所謂台灣「總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 5 月 31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
美國國會有關議員訪問台灣，嚴重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中
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美方
提出嚴正交涉。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會聯邦參議員達克
沃斯率團抵達台灣，將在今天會見所謂台
灣「總統」，中方對此有何評論？美國最
近多次發出支持台灣的明確信號，中國是

否認為美國已經放棄「對台戰略模糊」政
策？
趙立堅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哪
來的什麼「總統」？美國國會有關議員訪
問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
個聯合公報規定，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
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我們敦促美方有關政客切實恪守一個
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
停止與台灣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不
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
號。」趙立堅說，中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

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
注意到，美國政府近期在台灣問題上發出
一系列錯誤信號，美國政府應該做的是，
把拜登總統有關涉台的「四不一無意」的
表態落到實處。

專家：政治作秀成分居多
華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所教授陳克明 5 月 31 日接受
香港中通社記者採訪時直言，政治作秀成
分居多，相信與美國的中期選舉有關，也
有安撫台灣未能納入「印太經濟框架」

（IPEF）的意味。「在最近的 APEC 部長
會議上，台灣代表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見
面，多次強調會再接觸，以盤點雙方的經
貿問題，這釋放出很清楚的信號——台灣
短期內已不可能加入 IPEF。此時，一直
主張將台灣納入 IPEF 的達克沃斯前來，
政治作秀成分居多，相信與美國的中期選
舉有關。」他直言：「IPEF 對台灣沒有
多少直接好處，民進黨當局並非出於經濟
考慮，而仍是出於政治考量，試圖在中美
關係結構性變化之後，做出跟隨、站隊美
國的姿態。」

魏鳳和將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

中方堅決反對美議員訪台 已提嚴正交涉

中國外交部美大司負責中國與北美
和大洋洲國家雙邊關係，主管國家包
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
蘭、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密克羅
尼西亞聯邦、薩摩亞、基里巴斯、所
羅門群島等。據了解，目前外交部、
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非洲司、歐洲
司、拉美司、歐亞司、國際司、軍控
司、領事司等均已開通微博、微信公
眾號，介紹各自主管領域的對外關係
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據中國國防部 31 日消息，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
上將將於 6 月 8 日至 12 日應邀出
席第 19 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並訪
問新加坡。
會議期間，魏鳳和將就「中國
對地區秩序的願景」議題作大會
發言，全面介紹中方堅定踐行真
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地區和平穩
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政策理念和實際行動。
同時，魏鳳和將會見有關國家
代表團團長，就國際和地區形勢
及雙方防務安全合作等進行交
流。
訪問期間，魏鳳和還將與新政
府和防務部門領導舉行會見會
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