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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鲜花，即将开遍原野。
松 花 江 、诺 曼 底 、易 北 河 、珍 珠 港

……鲜花掩盖下，长眠的二战志士，被
吟唱和铭记。

在欧洲之行中，习近平主席谈道：千百
年来，人类都梦想着持久和平，但战争始终
像一个幽灵一样伴随着人类发展历程。

如何打破战争魔咒？探寻这个问题
的答案，今天，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刻，
都更为迫切和重要。

身处“历史感凝重”的 2014 年，重温
德国剧作家莱辛的告诫不无益处：历史
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
启迪。

生硬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只会
导致对现实全然错误的认知。

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国对自

己有着明确的定位，那就是走和平发展
合作之路，坚定不移地积极履行作为一
个负责任新兴发展中大国所应担负的国
际责任与义务。中国是国际秩序积极的
维护者、改革者；是世界和平坚定的守护
者、推动者；是全球发展重要的合作者、
拉动者。

在欧洲之行中，习主席指出：要和平不
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
是中欧双方的共识。文明文化可以传播，
和平发展也可以传播。中国愿意同欧盟一
道，让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让繁荣
的篝火温暖世界经济的春寒，促进全人类
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中国倡导的这座通向未来的友谊和
合作之桥，为世界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发达经济体楼市的高性价比正吸引
一众中国投资客海外置业。对于这一群
体中的许多人而言，海外置业流程的第
一步是搜索并点击，如同网购一件衣服。

如同网购
路透社报道，2013年下半年，总额 11

亿美元的潜在海外购房交易由居外网牵
线搭桥。尚不清楚其中多少交易最终达
成。

另外，腾讯 QQ、微信和新浪微博在
20 多岁的“富二代”置业者中非常受欢
迎。

美国旧金山地产中介乔尔·古德里
奇回忆，居外网去年年底给他和纽约的
同事们介绍了一名中国商人。这名商人
开出 1 亿美元的预算，想在纽约投资地
产。他们先在 QQ上聊，而这名商人已计
划前往纽约看房。

纽约真人秀明星兼地产中介瑞安·
谢尔汉特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他通过微
信把两套总额 1300万美元的纽约房产卖
给一名中国客户。

他说，对方在微信上询问，表明有意

在纽约西 53街购买一套房产。这名客户
最终同意在巴卡拉特公寓购买两套房
产，一套 1000 万美元的三居室和一套
300 万美元的两居室，甚至没来纽约看
房。

学区受宠
随着中国上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的房价攀至高位，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
的楼市对中国买家呈现出吸引力。

英国莱坊房地产经纪公司数据显
示，纽约曼哈顿和澳大利亚悉尼的豪宅
价格相当于香港的一半，英国伦敦的豪
宅价格同样比香港便宜。

一些外国中介说，许多中国买家对
毗邻名校的房源青睐有加。一些人在顶
尖大学附近置业，即使他们的孩子现在
连路都不会走。

居外网联合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泰
勒告诉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中国家
长可能会在学校附近买入多套房产，“一
套供孩子学习用，另一套为获得投资收
益”。

纽约地产中介凯文·布朗说：“他们

把家庭和财政目标合二为一。对于我们
仅做 1年或 3年规划的事情，他们通常会
做 20年规划。”

纽约抢房
美国 CNBC电视台网站用《中国人买

下曼哈顿》的标题形容中国投资客对纽
约房产的大举买入。

路透社数据显示，克里米亚危机爆
发后，中国人首次超过俄罗斯人，成为曼
哈顿地产的最大外国买家。

路透社调查 5 家最大地产中介后报
道，无论购买套数或金额，中国人都在纽
约楼市位居第一。

美国一些最知名人士曾在与中国人
抢房时遭遇挫败。美国《福布斯》杂志报
道，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去年买入
一套总价 2600万美元的曼哈顿豪宅，当
时她的竞争者包括好莱坞影星布拉德·
皮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一名沙特
王子。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万科集团与美
国合作伙伴的曼哈顿公寓项目举行了动
工典礼。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北京 4月 29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秦刚 29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宣布：亚洲相互协作与信
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将于 5 月
20 日 至 21 日 在 中 国 上 海 举 行 。
峰会主题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

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
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并主持会议。亚信成员国及观
察员国领导人或代表、有关国际
组织负责人以及峰会客人将应邀
与会。

据新华社首尔4月29日电 韩
国总统朴槿惠 29 日在总统府青瓦
台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就“岁月”号
沉船事故正式道歉。

朴槿惠表示，韩国政府没能提前
预防事故，在各方面应对处理不到
位，让遇难者家属和国民很痛心，对
此表示道歉，并对那些在这起事故中
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向
他们的遗属表示衷心的慰问。

朴槿惠要求将此次事故作为重
新打造韩国安全体系的起点，要求
内阁以重塑国家的魄力设立根本和
彻底的国民安全对策。

载有 476人的“岁月”号客轮 16
日在韩国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发生
意外进水事故并最终沉没，仅有 174
人获救。截至目前，韩方已确认 205
人遇难，仍有97人下落不明。遇难者
中包括两男两女4名中国公民。

新华社首尔4月 29日电 韩
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 29 日说，朝
鲜于当天下午 2时许开始在“北方
界线”附近西部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训练。

韩联社援引韩国军队联合参
谋本部一位官员的话说，截至当
前，朝鲜军方已发射了数十枚海岸
炮，但暂时还没有发现有炮弹落入
韩方海域。

据悉，为应对朝方发射的炮弹
落入韩方白翎岛和延坪岛附近海
域，韩国军方已紧急出动 F－15K
等 4 架战斗机进行巡逻监视。同
时，护卫舰、驱逐舰等海军舰船也

被部署在附近海域待命。此外，韩
国军方还下达了对包括白翎岛和
延坪岛在内的“西海五岛”居民的
紧急疏散令。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当
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若朝方继
上月射击训练之后再次向韩方海
域发射炮弹，韩方将视之为挑衅行
为，果断采取应对措施。

韩国总统朴槿惠当天也作出
指示，若朝鲜炮弹落入韩方海域，
韩方将按原则进行应对。

朝鲜当天早些时候向韩方通
报称，将在“北方界线”附近西部海
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担当和平发展合作的造桥者
习近平主席访欧阐述重要外交理念述评之一

2014，是一个历史感凝重的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75 周年、中日甲午海战 120 周年……从西方到东方，血
与火的回忆，穿越历史烟尘，扑面而来。

2014，又是一个各国审时度势调整航向、东西方交融互鉴明显加深加
快的年份。春暖花开之际，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推动中欧合作，提出影
响深远的重要主张，受到国际瞩目。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从中国看世界，从历史向未来，中国如何与各国共
同走向更加和平、安全、美好的新世纪？

打造新兴大国的发展之桥

看中国向何处去，需要界定中国在世界
中的坐标。

看未来向何处去，需要认清现实在历史
中的坐标。

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发表系列演讲和
文章，描绘出清晰连贯的坐标图。

在全球坐标系看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
经历深重的苦难，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和第二大经济体，践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在发生全面深刻的变革。

正如习主席所说，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
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
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多年奋斗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 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 30
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

而从中国看世界大棋局，大调整大变革

的步伐不断加速，关系到人类未来图景的历
史性、根本性变革正在发生。但零和时代虽
已成过往，零和思维却挥之未去。一些人身
子进了 21世纪，头脑仍留在 20世纪。

中国作为和平发展的新兴大国，将担当
什么样的国际角色？习近平主席今年 3月的
欧洲之旅，向世界展现富有中国特色的回答：
造桥——建设和平稳定之桥、增长繁荣之桥、
改革进步之桥、文明共荣之桥。

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
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

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有愿望、有能力成
为时代的造桥者，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历史
与未来之间，携手国际社会，建造和平、增长、改
革、文明四座桥梁，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
修昔底德陷阱，共同把21世纪缔造成人类共享
和平、发展与繁荣的世纪。

打造贯通东西的文明之桥

人类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多元的，每
一种文明都曾得到其他文明的滋养。当东西
方站在一起，应该拥抱而非“冲突”，因为他们
都是经历过战争浩劫的文明巨人。

习主席的欧洲之旅，是东方文明面向世
界敞开心怀之旅。

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
讲，收获由衷掌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
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
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
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
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

障碍。”
要走向世界，必须通过交流与沟通，消除非

理性的偏见和焦虑，促进人类文明的多元互融、
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打破大国崛起
中关于战争、衰落、零和的所谓“宿命”思想。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
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体现。

地球村的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成为时代
的造桥者，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丰富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桥如大动脉，贯通东西方。

打造增信释疑的共识之桥

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进国家关
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反之，相互怀疑
和相互恐惧，是所有时代的战争温床、和
平毒药。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
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
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习近平主席郑重宣
示。

怎样避免 20 世纪人类浩劫的重演？
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如何寻
找最大公约数，以进入理解和互信的良性
循环？

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
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习近平主
席近日强调。

历史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
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提
供启示。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
大的国家之一，却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

他国的记录；而鸦片战争以来百多年间
战火兵燹，内忧外患，令所有华夏子孙
对战争苦难刻骨铭心。

“和”，因为历史的传承、现实的路径、
内心的渴求、世界的潮流，成为中华民族
浃髓沦肌的深厚基因。

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在中国行不
通。事实上，中国不仅是和平的忠实守护
者，也是和平的热心促进者。从提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
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欧增长
极强强联手，中国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义
出发，孜孜寻找深化互利合作的契合点。
在人类建设通向未来桥梁的事业中，中国
是重要的贡献力量。

和平造就富足，战乱摧毁文明。人类
正行进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途，少一
些纷争、多一些共识，少一些排斥、多一些
尊重，少一些偏执、多一些包容，人类就会
有更多的心灵相通和相互信任，才能共享
世界和平与稳定。

打造共同安全的世纪之桥

习近平将出席
亚信第四次峰会

朴槿惠就沉船事故道歉

朝鲜在西部海域实弹训练
韩紧急应对疏散延坪岛等地居民

QQ、微信、微博等助推中国人海外置业

网上买房就像买件衣服

4月 28日，比亚迪首辆纯电动大巴在美国南加州兰开斯特的工厂下线。当日，比亚迪公司在南加州兰开斯特市举行庆祝仪
式，迎接首辆纯电动大巴 K9下线并正式交付，标志着比亚迪纯电动大巴正式进入美国市场。K9大巴拥有 35个乘客座位，最大
载客量 60人，目前工厂已获得 47辆订单。 新华社发

4 月 29 日，韩国总统朴槿惠
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国务会
议前为“岁月”号沉船事故遇难者
默哀。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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