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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29 日电(记者温馨)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前夕，俄罗斯知名政论
家、俄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长期以来，中共积累了丰
富的执政经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肩负着重
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发展成果证明，中国共产
党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世界和平与繁
荣的支柱。”

回顾中共自诞生起走过的艰难、光辉历程，
塔夫罗夫斯基说，中共自 1921 年成立起就成为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卓越力量，在 20世纪 30 年

代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巨大贡献；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坚定而巧妙地
为维护国家统一而斗争，使国家领土得以保持
完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次保证了国家的
长期和平，并推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工业、科
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欣欣向荣。

塔夫罗夫斯基说，从 20世纪 70 年代末开
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层提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逐步走上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30 多年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
长速度令世人瞩目，也为其赢得了“世界工厂”
的美誉。这一改革经验证明，社会主义仍具有巨
大潜力和生命力，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和实践中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引领着中国在复
兴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2012 年底，中共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随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塔夫罗夫斯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
成立，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表明
了中央的改革决心，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活力和自我革新能力。

塔夫罗夫斯基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中国开始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
路，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在塔夫罗夫斯基看来，中共不仅解决宏观
经济问题，还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此外，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规模和
力度前所未有，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外交方面，塔夫罗夫斯基指出，中共领导
层强调以中国梦引领中国外交，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实现中国梦。中国寻求改善和发展同发
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
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塔夫罗夫斯基说，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领
导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
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构想。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两年多来，引起世
界沿线国家的广泛共鸣，共商、共建、共享的
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沿线 60
多个国家响应参与，与他们各自的发展战略
积极对接。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支柱
访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

领航新征程·海外观察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6 月 30 日体育专电(记者
姬烨)每届奥运会之前，全球媒体都会用挑剔的眼
光看待东道主的筹备工作，而对于近来深陷政治
和经济双重危机的巴西，外界唱衰的论调尤甚。在
本届赛事即将迎来倒计时一个月之际，奥运筹备
被各路文章形容为“最差、最糟、坑爹”等。这让国
内读者大跌眼镜，直呼里约还能不能办奥运会了？

作为专职体育记者，本人已在巴西工作和生
活两年多，对于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都看在眼里，
同时几乎每天都在跟踪奥运筹备的进展。今天，记
者想尽量客观地为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巴西。

眼下的巴西，与 2009 年刚获得 2016 年奥运会
举办权时的欣欣向荣形成强烈反差，特别是一年
来，经济陷入萧条，政局出现动荡。今年 4 月以来，
巴西体育部长先后换了两人，而在总统罗塞夫遭遇
弹劾案之后，外界对于里约奥运的前景更是担忧。

不可否认，在筹备冲刺时刻出现政治和经济
危机，的确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正如国际奥委会所
说：“奥运筹备目前已进入一个非常实际的操作运
行阶段，相比于其他阶段，(总统弹劾案)这样的事
件对现阶段的奥运筹备影响要小很多。”

巴西代总统特梅尔也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表示会无条件支持奥运会，而巴西各部长也都宣
称奥运会是他们当前的头等大事。

里约州政府陷入财政紧急状态？

近来不少媒体热炒里约州政府进入财政紧急
状态的新闻。里约州财税收入因严重经济衰退和
油价下跌而锐减，代理州长弗朗西斯科·多内莱斯
6 月 17 日宣布里约州陷入财政紧急状态，称财政
危机可能导致治安、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在奥运
会期间崩溃。

巴西联邦政府已宣布向其提供 29 亿雷亚尔
(约合 58 亿元人民币)紧急贷款，用于安保和基础
设施建设，以保证奥运会顺利举行。而由于联邦政
府下拨的这笔款项暂未到账，里约州代理州长多
内莱斯又掀起波澜，称如果拨款再不到位，奥运或
面临“巨大失败”。

对于州政府的“不断呻吟”，里约市市长帕埃
斯也召开发布会回击称，举办奥运会，其实里约州

和巴西联邦政府的财政投入都是很小的，而承担
大部分奥运支出的里约市政府的财政状况却很
好。此外，随着奥运工程相继完工，经济对奥运筹
备的影响也在下降。

然而，代理州长的这一表态，与之前巴西代总
统特梅尔、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里约市长帕埃
斯、里约奥组委主席努兹曼认为奥运将会顺利举
办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也给了媒体更多炒作空间。
但外界分析称，此举不排除州政府有借奥运契机
向联邦政府“狮子大开口”的嫌疑。

借题发挥的或许还有许多巴西人，比如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之前，巴西警察、银行员工、老
师等就进行罢工示威，要求增长薪水，他们知道在
国际大赛期间，全球媒体关注巴西，罢工和示威可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争取利益。但等世界杯开赛，热
爱体育的巴西人专注于赛事，一切似乎又运转正
常，这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巴西模式”。

本周，里约民事警察又在机场高举标语示威，
称由于警察和消防员被欠薪，无论谁来里约都不
会感到安全。这一标语和示威图片在网络上疯传，
一时间奥运安保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在里约州陷入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许多警察
被欠薪。但联邦政府下拨款项有一大半是用于奥
运安保支出的，而负责统筹奥运安保的巴西司法
部大型赛事安全特别秘书罗德里格斯也表示，该
国对于里约奥运会的安保持有绝对信心，奥运期

间总共有 85000 人的安保力量，加之国际反恐合
作，将确保游客和运动员安全。

不可否认，常年盘踞在贫民窟里的毒贩和黑
帮势力是巴西社会一大顽疾，这里抢劫、盗窃时有
发生。凭借在里约近两年的生活体验，记者认为对
里约的治安不用过度紧张，但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避免在路上暴露金银首饰、电子产品等个人财物，
尽量不去贫民窟、少去老城区，夜晚在路上行走要
多加小心。不过，里约绝非人们想象得那么恐怖，
绝大多数巴西人热情善良、乐于助人，陌生人之间
也经常以微笑相待。值得一提的是，记者近期在里
约海边和主要街道已明显感到巡逻警力的增加。

开闭幕式都是使用现有场馆

在《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指导下，特别是在
巴西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里约在办奥运的过
程中不追求大而全，注意避免铺张浪费。以往的奥
运会大都为开、闭幕式的举办而兴建大型体育中
心，但里约的开闭幕式和田径比赛使用的都是现
有场馆。

为防止预算超标，里约奥组委已计划削减 20
亿雷亚尔(约合 40 亿元人民币)的开支。大部分的
开支削减会在看不到的“幕后”设施上做文章，比
如运动员村的卧室没有电视，奥组委提倡无纸化
办公，贵宾接待更简单化，开、闭幕式成本压缩至

伦敦奥运会时的十分之一。这些都在为今后的
奥运东道主提供办赛思路。

奥运场馆建设不慌不忙

相比于世界杯前场馆建设的“压哨完工”，
奥运场馆建设问题并不多。6 月 26 日，本届赛
事最拖沓场馆——— 奥运自行车馆交付，虽然场
馆内外还有许多收尾工程，但最后一个永久性
场馆的交付，还是让奥组委吃了颗定心丸。

近期在社交网络出现不少奥运场馆图，其
中有的场馆外围还堆着建材，有的临时场馆还
在搭建中。巴西的思维模式通常是：到最后一切
都会搞定，这种散漫的性格也让外界捏一把汗。
但里约奥组委场馆管理主管纳西门托介绍说，
奥运会所有永久性场馆将于 7 月 10 日全部完
工，而一些临时场馆原本就定于今年 6 月和 7
月施工，它们将于 7 月 21 日完工，各场馆将于
7 月 24 日开始陆续向运动员开放。

巴西人不慌不忙的性格还体现在奥运地铁
线建设上。为方便赛事期间大批观众和游客观
赛，里约在沿海公路沿线修建连接巴哈奥林匹
克公园和南区的地铁 4 号线。不过，这条线需要
穿过沿海山脉，给隧道挖掘制造许多难题，整个
工程十分拖沓，已无法按照原计划在 5 月通车，
需要等到 8 月 1 日、也就是奥运开幕前 4 天才

能通车，留给地铁运营方的测试时间非常有限，
这或将成为一大安全隐患。

但里约一直宣称，改善交通是奥运给里约
带来的最大遗产。从 2009 年申奥成功到 2016
年举办奥运，仅仅 7 年时间，里约可以使用高质
量公共交通的人数比例从 16% 上升到 63%。

关于奥帆赛、赛艇、公开水域比赛地存在水
污染和超级细菌等问题，里约方面坦言已无法
兑现申奥时许下的清理比赛海域 80% 垃圾的
诺言，但是他们保证相关清理措施可以让比赛
海域水质符合国际标准。奥组委首席执行官列
维说，现在他们每天都在对比赛海域水质进行
检测，如果在赛事期间仍无法达标，他们会把相
关赛事放在水质更好的海域进行。

寨卡病毒问题

再来说寨卡病毒，由于巴西爆发这种蚊子
叮咬传播、可能导致新生儿小头症的病毒，上月
底，来自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名医
生、科学家和研究员联名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出
公开信，呼吁里约奥运会应因寨卡病毒而延期、
取消或另选举办地。

不过，世卫组织紧接着发表声明称，基于当
前对巴西寨卡疫情的评估，从保护公众健康角
度出发，并没有推迟或者取消奥运会的理由。紧
接着，里约奥组委表示，随着里约天气转凉和多
重灭蚊防蚊举措的实施，在奥运期间寨卡病毒
感染风险趋近于零。

尽管如此，仍有包括现高尔夫世界第一的
简森·戴伊以及罗里·麦克罗伊、亚当·斯科特等
在内的多名顶级高尔夫球员，因担心感染寨卡
而放弃参加里约奥运会。但有分析称，这是因为
奥运会高尔夫球赛没有奖金也没有积分，对这
些名将吸引力太弱。

里约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如果站在
里约著名景点基督山俯瞰，你会爱上这座在浩瀚
的大西洋和群山之间舒展着迷人曲线的城市。正
如里约市长帕埃斯所言，许多人、特别是巴西以
外的人，对于里约的筹备和巴西这个国家总有些
不信任，但奥运会的举办会改变这种看法。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奥运前巴西

新华社洛杉矶 6 月 29 日电
(记者郭爽)108 名诺贝尔奖获得
者 29 日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绿
色和平组织停止反对通过生物技
术改良农作物和食物的活动。

这封写给绿色和平组织、联
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的联名信
说，绿色和平组织领导的反对现
代植物育种活动一再否认事实，
阻碍农业中的生物技术创新，歪
曲了新技术的风险和影响，破坏
已被批准的试验和研究项目。

科学家们要求绿色和平组织
停止其反对通过生物技术改良农
作物和食品的活动，要求其重新
分析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关于借
助生物技术改良农作物和食物的
经验，承认权威科学机构和监管
机构的研究成果。

公开信还呼吁世界各国政府
抵制绿色和平组织的相关活动，
同时应该让农民有机会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工具，特别是通过生物
技术改良种子的技术。

公开信强调，全球的科学和
监管机构反复研究、一致发现，通
过生物技术改良的农作物和食物
至少与通过其他方式生产的农作
物和食物同等安全，至今从未确
认任何一起因消费这些产品而引
起人类或动物不良健康反应的案
例。多项研究反复证明，这些农作
物和食物对环境的破坏性更小，
且有益于全球生物多样性。

这次联名公开信活动由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理查德·
罗伯茨和菲利普·夏普组织。在公
开信活动官网公布的联署名单
中，目前已有 108 名诺贝尔奖获
得者签名，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然
科学领域的诺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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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斯特拉斯堡 6 月 29 日电(记者卢苏
燕)欧洲人权法院 29 日就沙特人纳希里状告罗马
尼亚政府参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其在罗的非法监
禁和虐待举行法庭听证，并将就罗马尼亚是否违
反《欧洲人权公约》进行裁决。

纳希里目前仍被关押在美军关塔那摩监狱，
他被怀疑参与组织了 2000 年在也门亚丁港针对
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的袭击及其他恐怖活动。
2012 年 6 月，纳希里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称
他 2004 年 4 月至 2006 年 9 月被非法关押在美国
中情局在罗马尼亚的秘密监狱，并受到虐待。

纳希里指控说，虽然对他的非法拘禁和虐待是
美国人所为，但这一切都是在罗马尼亚领土上发生
的，罗马尼亚政府参与了美国中情局在欧洲领土上
的秘密行动，是美国的帮凶。此外，罗马尼亚政府
还无视他被转移出罗马尼亚后可能遭到虐待及死
亡的风险，任凭美国将其移送出境，罗马尼亚因此
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若干项相关条款。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罗马尼亚政府代表陈述
说，罗政府并不否认秘密监狱计划的存在，但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罗马尼亚政府参与其中。

听证会结束后，本案法庭 7 名法官将进行合
议辩论，具体裁决日期尚未公布。

2005 年媒体披露美国中情局在欧洲设立秘
密监狱的丑闻后，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等不断呼
吁欧洲国家对此展开深入调查。欧洲议会全体会
议今年 6 月 8 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欧盟采取切
实行动，对欧盟成员国参与美国中情局在欧洲秘
密关押及虐待囚犯事件展开深入调查，将相关责
任人绳之以法。欧洲议员在决议中对美国至今没
有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表示遗憾，并呼吁美国政府
停止非法拘禁和虐待囚犯。

就美在欧“黑狱”

欧洲人权法院办听证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记者侯丽军、崔
文毅、臧晓程)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
特 6 月 30 日正式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第十
六任总统。菲律宾新政府上台后，中菲关系能
否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多名国际问题专家 30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关键要看菲
新政府能否下决心以实际行动展现诚意。

近来，中菲关系出现一些积极信号，杜特
尔特在胜选后曾明确表示，愿致力于改善和发
展菲中关系，加强互利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致电杜特尔特，祝
贺其就任菲律宾共和国第十六任总统。他在贺
电中表示：“今天，中菲关系发展面临着重要
机遇，我愿同总统先生共同努力，推动中菲关
系走向改善，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许利平认为，杜特尔特相关积极表态为中菲关
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提供了空间，意味着中菲
关系有望从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冰点”状
态进入“融冰”阶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
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张学刚表示，大多数菲律宾
民众还是希望中菲关系能够走向稳定的，他们
更关心国内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惩治腐败和
加强社会治安等，而不是中菲南海争端。

“习近平主席的贺电表达了中国的诚意和
善意，中方已经注意到菲方新任领导人对改善
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愿通过对话与协商推动
两国关系走向改善。”张学刚说。

专家认为，中菲友好既是历史传统，也是
大势所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所说，中
菲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睦邻友好是两国关系
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也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
向。

作为近邻，中菲两国之间有着长期民间友
好的基础，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也很深。事实
上，即便是在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南海
仲裁案后，中方也从未切断在东盟框架下与菲
律宾的正常经贸及民间往来。

2015 年，中国是菲律宾第一大进口来源
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游客来源国，以及第三
大出口市场，菲律宾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成员。这些数据和事实都印证了两国经贸合
作纽带的韧性。

张学刚指出，目前菲律宾国内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的需求强烈，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给
中菲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双方合作
有很大潜力。

“南海问题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双方应
让争端适度降温，在合作方面多作一些努
力。”张学刚说。

许利平认为，中菲关系改善首先在于政治
互信，而政治互信能否增强，则要看菲律宾新
政府能否在处理南海仲裁案问题上拿出诚意、

展现善意。

杜特尔特胜选后曾表示，愿与中国就南海
领土争端展开对话。

许利平说，近年来中菲关系跌至“冰
点”，不仅伤害两国关系发展，更损及菲律宾
自身国家利益与民生改善。回归健康、理智的
双边对话协商轨道，符合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

张学刚说，南海仲裁案是阿基诺三世政府的
错误政策，菲律宾新政府完全可以卸下包袱，同
中方开展真诚对话，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桂芳也表示，最重
要的是看菲律宾的实际行动。“如果菲律宾新
政府能够通过实际行动展现改善中菲关系的诚
意，相信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菲关系能够重
回健康发展轨道。”

专家：中菲关系能否重回健康轨道

关键要看菲律宾新政府实际行动

里约奥运会即将迎来倒计时一个月之际，巴西奥运筹备被一些文章形容为“最差、最糟、

坑爹”等，果真如此吗？新华社记者姬烨在巴西工作和生活两年多，对于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

都看在眼里，同时几乎每天都在跟踪奥运筹备的进展，现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巴西

新华社马尼拉 6 月 30 日电(记者杨柯、王
文、杨天沐)刚刚走马上任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
尔特 30 日在谈到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的争端时表示，“只要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和解，

我就很高兴”。
据当地媒体报道，杜特尔特是在菲律宾新

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作上述表示的。当天，杜

特尔特在马尼拉市中心的总统府马拉卡南宫正
式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第 16 任总统。

杜特尔特表示，他将同他的内阁班子就南
海仲裁问题进行深入磋商，“这个问题事关重
大，处理好了，局面会改观。我相信我们会处理
好的”。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书记处 29 日称，

仲裁庭将于 7 月 12 日公布关于菲律宾南海仲
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

对此，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菲律宾单方
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对此案没有管
辖权，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无论仲裁庭作
出什么裁决，都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不承认，不
接受。

菲新总统称：乐见南海争端“能谈判达成和解”

▲ 6 月 30 日，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总统府马拉卡南宫，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左
一）宣誓就职。

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30 日在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卡南宫正式宣誓就职，成为菲律
宾第 16 任总统。今年 5 月 9 日，菲律宾举行全国大选，现年 71 岁的达沃市长杜特尔特赢得
1660 多万张选票，成功当选。杜特尔特的总统任期为 6 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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