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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视为必须遏制的对手行不通”
“美国应当接受中国崛起”……一段时间以
来，国际上这样的声音变得越发清晰：美国
对中国实行全方位打压的做法要不得，也
行不通。

这种公正的声音，来自一些国家的领
导人。不久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各国必须承认中国将
继续发展壮大，对此加以阻止“既不可能，
也不明智”。

这种公正的声音，也来自美国内部。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美中政策基金会创
始人傅立民日前撰文呼吁，“与其假装能够
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拒绝赋予中国重要的
角色，不如优雅地承认现实”。

这些发声，很有见地，代表着国际舆论
的主流。

然而，美国却总有那么一些政客，对
中国的快速发展难以接受，无法释怀。试
问，中国继续向前发展，中国人通过自己
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美国政客们
有什么理由剥夺这样的权利？中国不断
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平
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互利共赢的贸
易合作，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欢迎。美
国一些政客为何偏执地选择无视？

美国在世界上行使霸权久了，一些美
国政客就幻想永远称霸世界。他们认为，
美国是“例外”国家，通吃天下理所应当。
看到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他们生怕危及
自己的霸权地位，想方设法遏制打压。

“美国例外论”者们，面对新的世界形
势，是时候调整你们的思维了。“一个仅占世
界人口4％的国家试图维护对其他人的统治

权，这是不合法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
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日前撰文指出。

“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技术方面领先，世
界应该接受中国成为科技强国。”马来西亚
总理马哈蒂尔也这样提醒美国。

靠霸凌和施压、退群和毁约、谎言和挑
唆等恶劣手段来维护霸权，只能让国际社
会对这样的做法越来越感到失望和不齿。

这些美国政客不仅自己不遗余力地叫嚣
打压中国，还企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对抗中
国。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相
互依存，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能完全脱离像
中国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国。“请不要逼我
们选边站了”“被迫作这样的选择令人反感”，
一些国家领导人公开发出抵制之声。

中国崛起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中
国的发展，正在更多地让世界各国共享机

遇。从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到持续深
化对外开放，中国追求合作共赢的努力日
益受到欢迎和肯定。在良好的国际合作环
境中，充分享受中国机遇，符合各国利益。

遏制中国之所以遭到国际社会反对，
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凌行为正扰乱世
界秩序，损害各国利益，是因为美国挑起中
美经贸摩擦，让全球遭殃。马哈蒂尔就担
忧，全球其他较小经济体将会因中美这两
大经济体关系恶化而受挫。

美国某些政客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殷
切呼声，不要再以零和的心态看待中国发
展，不要再处心积虑遏制中国，一意孤行只
会让自己遭遇更加难堪境地。以理性心态
看 待 中 国 崛
起，方是合乎
潮流的做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 10 日说，正在筹备俄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 10月访问沙特阿拉伯事宜。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佩斯科夫的
话报道，俄方正在筹备普京访问沙特，稍
后将正式宣布；俄方对筹备事宜“非常重
视”。

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业产业大臣哈立
德·法利赫当天在莫斯科说，普京对沙特
的访问将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希望双方能
在普京访问沙特期间签署放宽签证限制
协议；沙特方面重视吸引和保护投资，打
算针对俄方商业及其他特定人员采取更
宽松的签证制度。

法利赫在莫斯科出席沙特与俄罗斯
贸易、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政府间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与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
大·诺瓦克会谈。两人随后举行联合记者
会，宣布多项推进两国经贸关系和交流的
措施。法利赫说，沙特提议双方签订保护
投资协议；研究投资俄方农业的可能性；
打算开通沙特吉达市与莫斯科之间直飞
航线，每周 14个班次。

诺瓦克在记者会上说，双方打算在对
方国家互设贸易代表机构，沙特方面正在
考虑与俄方合作生产甲醇和参与俄方液
化天然气项目。

记者问及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一旦决定今年不延长
原油减产协议，国际原油价格是否可能下

跌至每桶 30 美元，法利赫回答，沙特和俄
罗斯正采取“预防手段”，防止原油价格暴
跌。

沙特和俄罗斯分别是欧佩克和非欧
佩克主要产油国。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
油国去年 12月达成原油减产协议，今年 1
月开始日均减产 120万桶，为期 6个月。

俄罗斯塔斯社 10 日援引法利赫的话
报道，现阶段仅俄罗斯没有决定是否延长
减产协议，俄方内部就今年下半年俄罗斯
应生产的原油量有分歧。

普京上周说，俄罗斯与欧佩克就原油
合理价位看法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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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军方 11日宣布，打算购买 5架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新型 C-
130J-30 型“超级大力神”运输机，取代服
役半个世纪的C-130型“大力神”运输机。

国防部长罗恩·马克说，“超级大力
神”采购价格待定，估计每架不低于 10 亿
新西兰元（约合 45.8 亿元人民币）。现有

“大力神”运输机上世纪 60年代服役，“维
修成本上升，完成维修的时长增加”，所以
有必要寻找合适的运输机替代。

新西兰电视媒体报道，“超级大力神”
完全符合新西兰军方要求，具备合适的续
航距离和有效负载能力，因而中选。

据洛-马公司介绍，C-130J-30 是 C-

130J“超级大力神”运输机的“加长版”，能
够在几乎遭自然灾害摧毁的跑道上着
陆。这家美国军火商已经向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交付 400
多架C-130J。

马克说，C-130J-30 比新西兰现有运
输机“负载能力更强、速度更快”，且着陆
能力相当。

美联社报道，新西兰空军现有 5架 C-
130运输机，其中 3架 1965年交付，另外两
架 1969年交付，历经多次升级改造。按照
马克的说法，更替“大力神”是政府“2019
年国防能力计划”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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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腐被捕
扎尔达里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由国

家稽查局和警方人员带离住处，前往稽
查局办公室。他坐上汽车时面色平静，
甚至面带微笑，作出“胜利”手势。

稽查局发言人纳瓦齐什·阿里确认
逮捕消息。稽查局定于 11日提审扎尔达
里。

当地媒体报道，稽查局调查扎尔达
里及其妹妹、前国民议会议员法丽娅尔·
塔尔普尔涉嫌使用数十个虚假账户“洗
钱”数百万美元。两人否认有任何不法
行为。

当天早些时候，伊斯兰堡一家法院
驳回两人的延长保释期申请，稽查局因
而逮捕扎尔达里。不过，稽查局没有同
时逮捕塔尔普尔，没有解释缘由。

扎尔达里和布·贝托的儿子比拉瓦
尔·布托·扎尔达里现任人民党主席，父
亲被捕时在场。他在记者会上说，稽查
局逮捕行动有“政治动机”，而且上门逮
捕时没有出示任何司法机关签署的命
令。

人民党说，对扎尔达里的调查旨在
打压人民党、壮大总理伊姆兰·汗的势
力。伊姆兰·汗创建的正义运动党在去
年 7 月议会选举中胜出，他本人当选总
理。

前总理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领
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
人民党在本届议会中所占席位分列第
二、第三位。两个政党原来是竞争对手，
近期结成反对党同盟。谢里夫 2017年因
贪腐罪由最高法院裁定解职，由法院判
处 7 年监禁，现在东部城市拉合尔的监
狱服刑。

伊姆兰·汗政府内政部长伊贾兹·沙
阿当天向国民议会解释，逮捕扎尔达里
是法院的决定，“由国家稽查局执行，与
政府没有关系”。

随妻沉浮
扎尔达里被带离家中时，人民党支持

者在街上声援，呼喊“布托万岁”，在部分地
区堵塞路段、与警察冲突。人民党呼吁支
持者冷静。

布托家族出过三名领导人：人民党创
建者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曾任总理、总
统，1973 年遭政变推翻，1979 年由法院以

“谋杀政治对手”罪名处以死刑；他的女儿
贝·布托；女婿扎尔达里。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两个儿子死
于不明身份刺杀者之手，仅剩小女儿萨娜
姆在世，现在定居英国、回避政治。

扎尔达里现年 64 岁，由商入仕后人生
际遇随贝·布托起伏，包括几度入狱，但他
一直否认所有指控，没有被定罪。

他 1955 年出生，1987 年与贝·布托结
婚。巴基斯坦 1988 年 11 月举行国民议会
选举，贝·布托领导人民党胜出，由时任总
统伊沙克·汗任命为总理，1990年 8月被免
职。同年 10月，扎尔达里涉嫌勒索被捕入
狱，1993年获释。

人民党 1993 年再次胜选，贝·布托再
度出任总理，扎尔达里当选议员，在她的内
阁中先后出任水力和电力部长、投资部长，
直至 1996 年政府被解散，贝·布托流亡海
外，扎尔达里因涉嫌杀害贝·布托的弟弟穆
尔塔扎被捕入狱，2004年获释。

2007年 10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佩尔
韦兹·穆沙拉夫免除贝·布托和扎尔达里所
受一切指控，贝·布托结束流亡回国，领导
人民党参加竞选，同年 12月 27日在竞选集
会上遭极端武装人员自杀式袭击身亡。扎
尔达里随后出任人民党联合主席，领导人
民党赢得 2008年 2月议会选举。

穆沙拉夫同年 8 月在执政联盟弹劾压
力下辞任总统，人民党随后提名扎尔达里
为总统候选人。扎尔达里在 2008年 9月总
统选举中获胜，成为巴基斯坦国家元首，5
年期满卸任。 新华社特稿

美国政客，请理性看待中国崛起

新西兰拟购新西兰拟购55架架““超级大力神超级大力神””

巴基斯坦前总统扎尔达里涉腐被捕

普京计划10月访问沙特
巴基斯坦前

总统、国民议会议
员阿西夫·阿里·
扎尔达里涉嫌用
虚假银行账户洗
钱 ，10 日 遭 反 腐
败机构逮捕。

扎尔达里是
已故前总理贝·布
托的丈夫。贝·布
托 2007 年底遇袭
身亡，他接替妻子
领导巴基斯坦人
民 党 ，2008 年 至
2013 年 出 任 总
统。 扎尔达里扎尔达里((资料图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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