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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8 日，在泰国清莱，从被困山洞中获救的少年
足球队员准备参加新闻发布会。

从被困山洞中获救的 12 名泰国少年足球队员及其教
练 18 日在清莱府首次公开露面，讲述被困和获救的经历。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足球队员们向所有救援人员
致谢，并向在救援行动中牺牲的泰国海军前士兵默哀致歉。

新华社发

泰 国 少 年 足 球 队 员

山洞获救后首次露面

新华社开普敦 7 月 19 日电(记者卢朵宝、高原)第三届金
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 19 日在南非开普敦闭幕，来自金砖五
国的媒体机构代表就如何拓展金砖国家媒体友好交流与务
实合作展开讨论，通过《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行动计划
(2018-2019 年)》。

本次论坛以“在构建包容、公正的全球秩序中加强媒体合
作”为主题，与会金砖国家媒体机构代表围绕“加强金砖叙
述——— 媒体的角色与责任”“以建设性、发展性新闻理念擘画全
球共享未来——— 为加强金砖国家新媒体合作寻路”以及“金砖国

家媒体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论坛发表了《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行动计划(2018-

2019 年)》。计划提出，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指
引下，为给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行稳致远“增金添色”，
给建设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添砖加瓦”，金砖国家媒体应当
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公共媒体机构和私营媒体机
构交流，推动媒体务实合作，巩固和扩大金砖国家媒体朋友
圈，讲述金砖合作好故事，打造金砖报道新亮点，构建更加公
平、公正的国际舆论传播秩序。

与会金砖国家媒体机构代表普遍认为，金砖国家媒体机
构间应当推动达成经济上可持续的合作协议，为金砖国家经
济发展带来更大利益，并推动全球媒体的融合与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媒体合作，金砖国家与会媒体一
致同意，秉承平等、务实、共赢的精神开展合作，加强学习互
鉴，深化人员交流，拓展信息交换。

本届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由新华通讯社和南非独立
传媒集团共同举办，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
砖五国以及非洲其他国家的 48 家主流媒体负责人出席。

第三届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在南非闭幕

身着深色西装、背着牛皮公文包的吉姆·奥尼尔步履匆匆地
准时赶到采访地点。他带着歉意问记者：“我可以先回复一下邮
件吗？只需要两分钟。”

因首创“金砖”一词而被称为“金砖之父”的奥尼尔曾任英国
财政部商务大臣，目前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今
年 4 月，他当选英国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负责人，不久
将正式上任，工作愈加繁忙。

首创“金砖”

采访中，奥尼尔谈到 2001 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恐
怖袭击事件。就在袭击发生前几天，当时身为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的奥尼尔还在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其中一座高楼里工作。这一事
件引发他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忧虑，“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种全球
体系，让所有国家都同等重要”。

放眼全球，奥尼尔注意到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这些
国家都有巨大的人口资源、新兴的市场和拥抱全球化的意愿。在
他看来，这些特征意味着这些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且
相互间息息相关。

奥尼尔选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
成“BRIC”一词，因其发音与英文词汇“砖块”相似，故这四国被称
为“金砖四国”。英国《金融时报》称，这个缩写词重构了投资人和
决策者的认知，预示了全球化进程开始从西方主导阶段逐渐转向
发展中国家崛起阶段。“当然，这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奥尼尔说。

2001 年 11 月，奥尼尔在高盛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
“世界需要更好的金砖国家。”他预测，在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占
全球 GDP 比重将大幅上升。随后，全球政策决策机构也将重新
调整，给予金砖国家更大话语权。

17 年过去了，奥尼尔依然对金砖国家充满信心。他表示，自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 2009 年在俄罗斯举行以来，金砖国
家在经济、政治、人文等多个领域加强了沟通与合作。

对有关金砖国家发展速度减缓、“金砖褪色”的言论，奥尼尔

不以为然。他说：“金砖国家的发展速度的确有些减缓，但这是
经济转型中的正常现象。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仍然在加强，‘金
砖褪色’的说法很可笑。”

关注中国

1990 年第一次到中国，奥尼尔就对这个国家“深深着
迷”。“我能想到‘金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对中国充
满信心。”奥尼尔说。

奥尼尔两年前到过北京、上海和成都，并计划今年 9 月再
次前往中国。他说，中国正处在“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那
些我最近没去过的地方的发展变化一定会让我十分惊讶”。

奥尼尔强调，除了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中国展现出来的科
技创新和大众创业的趋势更让人“印象深刻”。“中国经济已逐
渐脱离对重工业和低端制造业出口的依赖，开始大力发展服

务业，这将给全球带来新的发展合作机会。”
他认为，中国经济对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英国目前面

临“脱欧”谈判带来的不确定性，稳定紧密的英中关系显得愈
加重要。奥尼尔表示，英中两国可在“一带一路”、金融、新能
源、污染治理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两国“黄
金时代”增强版。

奥尼尔指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英国尤其
应当关注中国的发展需求。帮助中国实现发展目标，也将为英
国的长远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超级球迷

奥尼尔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父亲
是邮递员。上小学时，由于缺乏自信，他很难融入群体，直到
足球进入他的生活。他回忆说：“当我踢球之后，我发现自己
被其他同学接受了。这对我人生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
影响。”

奥尼尔自此迷上足球。他后来选择就读谢菲尔德大学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谢菲尔德距离曼彻斯特较近，可以方便
他观看曼联足球队的比赛。

逐渐自信起来的奥尼尔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
取得相关博士学位后，他到一家银行当外汇分析师。1995
年，奥尼尔进入投资银行高盛，2001 年成为高盛首席经济
学家。

奥尼尔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无论在哪个国家，当他介绍
自己来自英国曼彻斯特，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想到曼联。奥
尼尔感慨：“这就是为什么足球可以成为人们之间奇妙的纽
带，虽然我们语言不同、政治制度各异。”

时至今日，奥尼尔仍然拥有曼联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的
季票。虽然工作繁忙，他还是会抽时间回去看比赛。“足球对我
人生的重要影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记者金晶、张家伟)新华社伦敦 7 月 19 日电

“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

7 月的开普敦，风和日丽。
18 日至 19 日，在著名地标桌山脚下的威斯汀酒店，一场

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在此举行。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
国和南非金砖五国以及非洲国家的 48 家主流媒体齐聚一堂，
围绕“在构建包容、公正的全球秩序中加强媒体合作”这一主
题畅所欲言。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本月 25 日至 27 日即将在南
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全球瞩目。金砖国家媒体的这次高端对话
交流盛会，着力为领导人会晤营造良好氛围，为金砖国家共同
发展“添砖加瓦”。

这是一次中国故事大放异彩的盛会———
18 日上午，第二届金砖国家媒体联合摄影展在开普敦国

际会议中心开幕，由金砖五国主流媒体共同提供的 98 幅图片
与公众见面，展示了金砖国家的风光风情、人文生活、发展进
步和合作成果。

南非政府通信和信息服务处媒体参与部主任威廉姆·巴
罗伊对着两张中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看得入神。第一张照片
里，赤水河上的船夫正等待居民将一匹载货的马牵引到船上；
另一张照片，一对身穿民族服饰的夫妇正在丽江街头举行婚
礼。

“我一开始看到的是高铁的照片，感受到中国先进的科技
和强大的国力，”他说，“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认为中
国传统文化也保存得很好。”

论坛共同主席、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执行主席伊克博·瑟维
在摄影展开幕式致辞表示，他对中国在过去 40 年里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表示钦佩，如果非洲国家从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中
吸取经验的话，这块大陆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这是一次推进务实合作的交流盛会———
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于 18 日上午举行了主席团会议。

金砖国家与会媒体在会上一致同意，秉承平等、务实、共赢的
精神，加强学习互鉴、人员交流和信息交换，不断深化和拓展
相互交流合作。

随着金砖合作经济 、政治 、人文“三轮驱动”架构的形
成，媒体在加强信息共享、促进民心相通、提升金砖国家国
际话语权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日益凸显。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已发展成为金砖国家主流媒体间重
要的机制化交流沟通平台和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
部分。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首席运营官霍华德·普拉彻说，金砖国
家媒体高端论坛的举行顺应了媒体间构建紧密关系的需求，
媒体合作可以推动金砖国家发展。

巴西金融咨询集团总经理穆阿尔多·萨拉塔 19 日在
“以建设性、发展性新闻理念擘画全球共享未来——— 为加强
金砖国家新媒体合作寻路”分论坛上发言时指出，金砖国家
媒体高端论坛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让不同国家的媒体相互激
荡思想，促进相互合作。希望金砖国家媒体能够有可持续性
的合作。

这是一次助推金砖发出“好声音”的盛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副总编辑德米特里·戈尔诺斯塔耶夫

说，金砖国家媒体应该加强合作，发出和西方媒体不一样的声
音。当前西方媒体主导着国际话语权，不时出现对包括金砖国
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有偏见的报道。他认为金砖国家媒体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发声，展示每个国家真实的一面，在国际舆
论上发出和西方媒体不一样的声音。

普拉彻说，论坛使金砖国家的媒体更能理解对方，并形成
合作共识，携起手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积极向世界讲述金
砖国家的故事。

论坛共同主席、印度教徒报集团总编辑穆昆德·帕德马纳
班说，金砖国家媒体在试图进一步发挥影响力的同时，还应承
担起作为主流媒体更大的责任。

2015 年以来，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先后发布了《金砖
国家媒体峰会北京宣言》和《金砖国家加强媒体合作行动计
划》两份成果性文件。其中，2017 年发布的《金砖国家加强媒
体合作行动计划》被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充分体
现出该平台在金砖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19 日下午，论坛通过了《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行动计
划(2018-2019 年)》，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合作与交流的新举措。

可以期待的是，金砖国家媒体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共
同讲述金砖合作的新故事、好故事，为金砖合作增光添色。

(记者王小鹏)新华社开普敦 7 月 19 日电

一起讲述金砖好故事
第三届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侧记

新华社开普敦 7 月 19 日
电(记者朱绍斌)在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对南非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十次会晤前夕，“新时代大讲
堂”和第三届金砖国家媒体高
端论坛等活动先后在南非举
行，来自政商学界及传媒界中
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同唱响金
砖合作之歌。

17 日上午，“新时代大讲
堂”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中
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政策研
究室副主任王晓晖在致辞时表
示，金砖合作走过 11 年光辉历
程，已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合作典范，成为国际
社会一股正能量。当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
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新时代
的中国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中
国、更加开放的中国、为人类作
出更大贡献的中国。大讲堂以
“新时代”为名，聚焦“金砖合作
与全球化”，蕴含着深刻的寓
意，承载着美好的愿景，体现了
对金砖国家未来合作发展的思
考和担当。

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周树春
在致辞时表示，新时代的中国，
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也
必将为金砖合作开拓新空间。
中国日报将真实、立体、全面地
讲述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发
挥好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为加强中外人
文交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不断作出新贡献。

莱索托通讯及科技大臣泰
塞莱·马塞里巴内在致辞时表
示，与中国建立牢固的合作关
系，对南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
的发展都会起到良好促进作
用。南非作为金砖国家，也令包
括莱索托在内的南部非洲国家获益良多。

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机构关系部部长里亚纳·安德里亚
曼达维(七世)在致辞时表示，多年来，中国和非洲大力深
化合作，许多非洲国家得到中国许多帮助，中国政府及中
国企业一直在帮助非洲人民发展经济。在习近平主席推动
下，中国和非洲国家达成了许多合作项目，非洲人民对此
表示深深的感激。

南非贸工部首席运营官瑞安·勒·鲁在致辞时表示，金
砖合作过程中，各国要以开放姿态，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
往来、产业投资等方面加强合作。金砖合作是属于世界的平
台，将为世界各国在融合发展、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带来改
变。

18 日下午，第三届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在南非开
普敦开幕，来自金砖五国以及非洲国家的 48 家主流媒体
机构代表，围绕“在构建包容、公正的全球秩序中加强媒体
合作”这一主题展开系列研讨，意在深化拓展金砖国家媒
体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

王晓晖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深化媒体交流互鉴
共促金砖合作发展》的主旨演讲。他说，媒体是增进人民友
谊、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深化媒体交流交往对于金砖
国家夯实民意基础、促进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金砖国家
媒体高端论坛已成为五国主流媒体合作的机制化交流平
台，在展示金砖成就、促进金砖合作、发出金砖声音等方面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希望金砖国家媒体传递梦想，凝聚
金砖国家合作共识；加强联动，在重大问题上发出金砖声
音；深化合作，增强金砖媒体影响力传播力，为促进金砖合
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务实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新华通讯社社长蔡名照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
说，金砖国家媒体在加强信息共享、促进民心相通、提升
金砖国家国际话语权等方面肩负着共同责任，发挥着特
殊作用。他呼吁金砖国家媒体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
“真实全面，客观平衡；公平公正，推动进步；以人为本，天
下情怀”的新闻理念，通过新闻报道推动金砖国家深化各
领域务实合作。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执行主席伊克博·瑟维在开幕式致
辞时说，本届论坛的召开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次会晤即将于本月 25 日至 27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举行，全球瞩目。瑟维表示，金砖国家媒体代表通过此论坛
共聚一堂，将探讨研究深化金砖国家媒体务实合作的途径，
以便更好服务于金砖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参加论坛的巴西利亚邮报代表贝托·雷泽德说，当前的
全球舆论仍不平衡，欧美国家媒体依然有强势话语权，这给
公众带来偏见。因此，金砖国家媒体有责任通过加强合作，
来消除这种偏见。

此外，中宣部还指导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和有关地方在
南非举行了中国图书展销周、“中国电影非洲行”开播仪式、
中南影视合作项目启动仪式等文化和媒体交流活动项目，
积极为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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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俄首脑会晤期间的一句话，近来在美
国国内引发舆论风波。这场风波似乎愈演愈烈，背后原因其实不
难理解。

特朗普日前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他找不到俄罗斯干预当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理由。此番言论一出，美国朝野震动，政界、
情报界口诛笔伐接踵而来。风口浪尖上的特朗普随后改口，称
自己发生“口误”，他原本想说的是，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不是俄
罗斯干预选举，并表示自己充分信任美国情报机构。但是对于
这番改口，反对者们并不买账，称特朗普只是在进行“政治损害
控制”。

与以往类似风波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国内政界和媒体
呈现出一边倒态势，不只是民主党人和主流媒体，就连右翼媒

体和以往对总统温和的媒体也持批评态度，包括国会参众两
院的共和党领袖等都纷纷亮明态度，与总统划清界限。

这种情形，是美国内部矛盾日趋激烈的一种反映。具体
到美俄关系这件事，“政治正确”和选举政治是理解问题的关
键。

可以说，在如今的美国国内政治大气候下，反俄或者对俄
强硬已然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源于美俄自冷战以来的结
构性矛盾、美国对俄罗斯长期的敌意和不信任，更重要的是，
这受制于美国的选举政治。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会不仅可能通过法案支持美
国情报机构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还正在考虑对俄新
制裁的立法。

这一剧情似曾相识。去年 7 月，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期
间，特朗普上任后首次见普京，同样引发国内舆论风波，会面
后不久，美国国会即以压倒性支持票通过对俄追加制裁。

眼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面对特朗普“口误”事件，民主
党人紧紧抓住能在选举中攻击对手的强力弹药，而建制派共
和党人则通过表态乃至行动紧急止损，尽可能降低此事对选
举的消极影响。

用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
诺夫的话说，此次事件其实只是“美国的内部矛盾”。不过，美
国国内政治“绑架”外交议题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美俄关
系转圜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记者柳丝、邵杰)新华社北京 7 月 19 日电

“口 误”风 波 的 背 后

吉姆·奥尼尔。新华社资料片

新华社开普敦 7 月 18 日
电(记者卢朵宝)正在南非参
加第三届金砖国家媒体高端
论坛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副
总编辑德米特里·戈尔诺斯塔
耶夫 18 日接受采访时说，金
砖国家媒体应该加强合作，
发出和西方媒体不一样的声
音。

戈尔诺斯塔耶夫说，当
前西方媒体主导着国际话语
权，不时出现对包括金砖国
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有偏
见的报道。他认为，金砖国
家媒体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发
声，展示每个国家真实的一
面，在国际舆论上发出和西
方媒体不一样的声音。

戈尔诺斯塔耶夫建议金砖
国家媒体联合起来，打造一个
共同的新闻门户，以便新闻机
构之间相互交换内容，促进金
砖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希望积极推
动金砖国家媒体新闻内容互
换、开展信息合作。

戈尔诺斯塔耶夫说，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一直积极致
力于推进对金砖国家的报
道，每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
晤都会开辟专栏进行大量报
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与其
他金砖国家媒体有良好合作，
与新华通讯社等中国新闻媒体
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已在中
国、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驻
有记者，目前正考虑向南非
派驻记者。

第三届金砖国家媒体高
端论坛 18 日至 19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办，论坛主题是“在
构建包容、公正的全球秩序中加强媒体合作”。来自中
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金砖五国以及非洲国家的
48 家主流媒体负责人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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