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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马德里
9 月 22 日电(记者冯
俊伟)“我要告诉每个
西班牙人，中国人真
诚、可靠，我们一定要
和中国发展关系。”
“我一生得到过许多
荣誉，最珍惜的是‘中
国人民的好朋友’这
一称号。”

2010 年 3 月，国
际奥委会终身名誉
主席胡安·安东尼
奥·萨马兰奇在接受
西班牙政府授予的
西中论坛基金会奖
时说了一番话。这不
仅是萨马兰奇的肺
腑之言，也是萨翁一
家三代人中国情缘
的真实写照。

萨马兰奇是西
班牙著名体育活动
家、外交家，曾担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长
达 2 1 年，被认为是
继顾拜旦之后对奥
林匹克运动贡献最
大的人。

1978 年，萨马兰
奇第一次到访中国，

之后一直积极推动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1979 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此
后 30 多年，他到访中国 29 次。他曾说：“我在中国
收获了友谊，也学会了爱与尊重中国人民。”

1984 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萨马兰奇为中
国第一位奥运冠军许海峰颁发金牌。2008 年，奥
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驻西班牙前大使朱邦
造回忆说，萨马兰奇对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赞
不绝口，认为推动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并成
功举办奥运会，是他这一生最得意的事。2008 年，
中国向萨马兰奇授予中国奥委会最高荣誉奖章。
两年后，萨翁与世长辞。2018 年，中国政府授予萨
马兰奇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萨马兰奇的儿子小萨马兰奇对记者说：“我
父亲经常告诉我，奥林匹克想成为世界性运动，
没有中国参与绝对不可能实现。在成为国际奥
委会主席之前，他就意识到，中国需要奥林匹
克，而奥林匹克更需要中国。”

不仅萨马兰奇关心中国体育事业，他的后代
也与中国结缘，积极推动体育文化交流。萨马兰
奇的儿子小萨马兰奇和孙子萨马兰奇三世每年
都在中国度过大量时间。2012 年 7 月，小萨马
兰奇在中国发起并成立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
金会。7 年来，基金会举办了一系列公益活动，
旨在延续萨马兰奇与中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帮
助推动中国体育文化事业发展，促进国际体育
文化交流。

现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小萨马兰奇说，他
已数不清去中国的次数，但每次去，都会感叹于这
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不仅见证了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也见证了中国软环境的进步。最近几
年，我发现北京天更蓝了、环境更干净了。”

2019 年 6 月，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在
吉林延边地区举行活动，对当地 9 所小学的近
240 名学生进行足球培训。萨马兰奇三世担任了
“代课教师”。他说希望小球员们能通过训练体会
到运动的快乐，并将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学习和
生活中。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和中国紧密相连。多年
来，我的家庭和我们热爱的中国人民一起，做了
很多事情。我们将继续为中国与西班牙的友谊、
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的
巨大荣誉。”小萨马兰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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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拉博 9 月 22 日电(记者王松宇)赤
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近日在首都马拉博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赤道几内亚的发展离不开同
中国合作，中非合作将助力非洲实现繁荣富强。

奥比昂指出，赤道几内亚独立后不久就与中
国建交，秉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
内政，积极发展互利合作的原则，长期保持良好关
系。他说，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深厚、历久弥新，明年
将迎来建交 50周年。奥比昂说，中国人民热情好
客，他曾 10 次访华，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

赤道几内亚今年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
“2035 远景规划”，将在 2035 年实现小型工业
的发展，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多元化和自给自
足的目标。奥比昂强调，赤道几内亚的发展离
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从中国获得的贷款和无
偿援助为赤道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

去年奥比昂赴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今年两国政府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
解备忘录。奥比昂指出，自中非合作论坛创立

以来，中非合作不断扩大，中国愿意帮助非洲
腾飞，为非洲实现发展提供帮助。因此，我们欢
迎中国投资者的到来，中非合作将帮助非洲逐
步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大陆。

奥比昂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
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
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他向全体中
国人民表示祝贺，并特别感谢中国对非洲实现
自身发展提供的无条件支持。

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访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

据新华社纽约电(记者杨士龙)“我先后到过
74 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发展这么快、这
么好。中国人民创造了奇迹！”美籍华裔刑事鉴识
专家李昌钰博士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谈到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时说：“中国共
产党做对了！”

李昌钰在访谈中兴奋地说：“我是（中国）改革
开放进程的见证者。”他回忆起 1985年应邀到中国
教学的经历。他说从上海到老家江苏如皋要乘车坐
船七八个小时，先到南通再到如皋。“现在从上海到
如皋走高速公路、跨江大桥，不到两小时。”

“中国的发展证明，这么大的国家，必须要
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他说，“团结所有能
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追求经济发展，
带领人民共同富裕是唯一正确之路。”

“假如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哪有今天中国在
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要有
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他说，“弱国无外交，搞
外交要有强大后盾，我们不必总怕人家批评，认真
做自己的事，强大的中国在世界才有话语权。”

他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
很重要的意义，“地域经济的合作共赢将进一步

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李昌钰说：“中国的强大不仅为中国人参与

世界各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增强了信心和底气，
也激励和鼓舞着千千万万海外华人，这对保持
和维护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国家主权的统一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

李昌钰 1938 年生于江苏如皋。在 50 多年
的探案生涯中，他与执法机关一起鉴识了世界
各地的超过 8000 起案件，包括美国肯尼迪总统
被杀案、尼克松“水门事件”和“9·11”事件等重
大案件。

中国的强大证明“中国共产党做对了”
访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

▲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

据新华社东京电(记者梁赛玉)“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的变化在不断发生，这贯穿了整个新中国的发
展阶段。”日本学者、曾任岩波书店总编辑的马场
公彦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马场公彦长期研究二战后日本的“中国观”
（意为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梳理了日本几十种
综合类杂志有关中国的数千篇报道，并曾就日本
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著书。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随之不断刷新。

1954 年 10 月，来自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

闻》等主流媒体的 12 名记者随同日本议员代表
团和妇女代表团前往中国，用他们的文字和照
片，向日本民众传递出一个“新中国”的形象。

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
重磅新闻占据了日本媒体大幅版面。“中日两国
政府 9 月 29 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的前夜，在
北京的日本人无论到哪儿，都能感受到中国人
友善的目光……”这是当时《朝日新闻》一名记
者记录下来的场景。

马场公彦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日本人
可以直接前往中国各地，多视角看中国。大熊
猫、敦煌等让民间亲近感迅速增加。

谈到当下日本的“中国观”，马场公彦表示，
日本对如何与经济总量快速上升的中国交往还
需要积累经验，但也应该看到民间交流随着两
国悠久交往的历史而延续下来。他说，虽然过去
几十年两国关系起起伏伏，但旅游观光、留学等
民间交流是两国交往的重要内容，相信民间交
流将促进两国关系未来更好发展。

今年 9月，马场公彦已赴北京大学任教。1982
年毕业旅行马场公彦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后再数
次前往中国时，他感受到许多变化：人们走路的速
度更快了，社会竞争也更激烈了，今天的中国更是
各处展现创新创业的活力。

70 年巨变刷新了日本人的“中国观”
访日本学者马场公彦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

▲日本学者马场公彦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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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温得和克电(记者吴长伟)“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中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值此之际，请接受我热烈
的、兄弟般的问候和真诚祝愿！”纳米比亚开国总统
努乔马近日在温得和克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中国是纳米比亚的全天候朋友，这种关系在
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就已形成，”努乔马
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并建立了新中国，
这对纳米比亚人民是极大的鼓舞。中国是可靠的
朋友，为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提供了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给予纳米比亚最有
力经济支持的国家之一。中方承建的纳米比亚
沃尔维斯湾港是南部非洲重要门户，运往南部
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及其他
地区的货物都要经过这个重要港口。

努乔马在采访中特别感谢中国向纳米比亚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希望看到纳
米比亚通过与中国深化互利合作而使自己实现
快速发展、更加强大。

曾 17 次访问中国的努乔马向记者提起 10
年前受邀到北京观礼新中国成立 60周年阅兵式

的感受。“看到士兵方阵走过的时候，我非常激
动，我也曾是军人，在争取国家独立后我们还面
临着经济独立的斗争。我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中国的成功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骄傲。”

“中国是非洲人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全
天候朋友。”努乔马指出，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有旨在帮助非洲的决议
几乎都是中国带头支持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
无私支持非洲国家的正义事业，致力于帮助非
洲发展、造福非洲人民。

中国的成功是发展中国家的骄傲
访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

▲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

据新华社卢萨卡电(记者彭立军)适逢赞比亚
和中国建交 55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95 岁高龄的肯尼思·卡翁达日前在卢萨卡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连声说，赞中两国半个多
世纪的友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真正的，是全天候的。我希
望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位赞比亚开
国总统、中赞传统友谊的共同缔造者动情地说。

卡翁达亲历了中赞、中非关系发展的诸多重
要时刻。1967 年，卡翁达首次访华，受到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当时中国还处于经
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支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维
护独立，打破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的封锁，毛

主席果断决定援建坦赞铁路。”
卡翁达回忆道：“这条播下中非友谊种子的

铁路被坦赞两国乃至整个非洲的人民称为自由
之路、友谊之路。”从中国访问回来后，卡翁达便
创造性提出“全天候朋友”这个名词。从此，“全
天候朋友”被多次在不同场合用来形容中赞、中
非关系。

“赞比亚和中国的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
共同奋斗的基础。我们看到中国朋友在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向赞比亚提
供了巨大帮助。对此我们非常感激和欢迎。我
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和赞比亚人一道
建设赞比亚。”卡翁达说。

即便从国家领导人位置上退下来且年事已
高，卡翁达仍一直关心赞中关系发展。

2017 年 1 月，卡翁达再次来到在卢萨卡举
办的中国庙会现场，观看中国文艺演出。兴之所
至，他一路小跑来到舞台前，伴随音乐跳起赞比
亚传统舞蹈，与现场中国朋友共同欢庆春节。中
赞两国观众向这位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今年 5 月 13 日，坦赞铁路纪念园在赞比亚
举行开工典礼。卡翁达身体抱恙，但依然坚持出
席典礼并站立完成发言。他说，赞比亚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无私奉献，坦赞铁路
纪念园将成为两国友好合作的象征，提醒人们不
忘历史。

我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全天候的
访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

▲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

新华社万象电（记者章建华）回忆起小时候在
中国生活学习的经历，老挝友人开芸和两个弟弟
感慨万千。

开芸是老挝前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四女。
20 世纪 60 年代，开芸和奔舍那长子甘乔、次子萨
玛诺、三子宋玛、四子宋玛克、五女开玛尼、五子宋
宝、六子宋朋等在北京生活、学习。

开芸和两个弟弟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经历。萨玛诺回忆说，上
学路上，经常见到路边晒着一排一排的煤球，那
时候还没有蜂窝煤，都烧煤球儿。

现在担任老挝自然资源环境部部长的宋玛
对当时中国人的着装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觉
得中国人的衣服就只是一个颜色，蓝色。”

奔舍那家族的兄弟姐妹离开中国后，又辗
转多地求学、工作，但他们一直关注着中国，从
各种渠道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开芸是家里第一个重返北京的。1989 年她
随老挝妇联代表团访华，再次回到北京让她非
常兴奋。“我就（到处）看。比上世纪六十年代的

时候变化好大啊，街道宽敞，高楼林立。”
“这几年我们到中国，不论是长沙、南昌、西

安，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萨玛诺说：“老百姓生
活好了，穿戴、出行都很时髦。”“中国的高铁非
常厉害，出行很方便。”

奔舍那家族的兄弟姐妹有时会到中国的同
学、朋友家做客。“我们去过一些中国朋友家，觉
得他们现在的生活真好！”宋玛风趣地谈了一些
“不变”中的“变化”：以前是没新衣穿，旧衣服破
了，才穿打补丁的，但现代人特意把新衣服弄破，
这才叫时尚；以前窝窝头是生活苦才吃，现在富
裕了找窝窝头吃。“我觉得这都是中国的变化。”

“不变”的窝窝头里藏着“大变化”
老挝友人谈中国快速发展

▲老挝友人萨马诺·奔舍那

结缘中国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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