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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近日，联合国和多国政要在出席中国驻外
使领馆国庆招待会时致辞，并通过发表贺辞和声
明等方式，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近日举行国庆招待
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来贺辞说，中国是联
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主要参与者，也是国际
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支柱，发挥着核心作用。他感
谢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共同应对在和平与安全、
人权、发展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并祝福中国取得更
大成就。

捷克总统泽曼在中国驻捷克使馆举行的招待
会上表示，他积极支持发展对华关系，希望未来捷
中两国加强友谊，推动两国在经贸、文化、体育等
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向前发展。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主席赞丹沙塔尔

表示，70 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近年来蒙中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两国人民也从中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他还对中国为蒙古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的帮助表示
感谢。

波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成员多迪克表示，70
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是
国际舞台上维护和促进和平稳定必不可少的力
量。他还对中国为西巴尔干地区各民族提供的帮
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中国迎来
国庆节。他说，在中国欢庆国庆节之际，他代表美
国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祝福中国人民
在未来一年喜乐、健康、和平而富足。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国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副委员长朴凤柱表示，70 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断开
拓未来，奋勇前进，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
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
日益提高，我们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
就感到由衷高兴。朝方今后也将继续与中国同志
一道，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为继承和发展好朝中
友谊和迎接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庭惠表示，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发展
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
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希望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越南和中国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巩固，
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日益深化，越中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健康积极发展。

厄瓜多尔副总统松嫩霍尔茨纳表示，70 年来

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在科学技术、社会福
利、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
面都应向中国学习。未来厄方愿大力推动厄中
友好合作进一步拓展深化。

亚美尼亚副总理阿维尼扬表示，70 年来，
中国国家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开创了富有
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亚美尼亚视中
国为重要合作伙伴，愿广泛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继续扩大和深化亚中友好关系和互利
合作。

阿富汗第一副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汗高
度赞赏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他表示，阿
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能力建设等
各领域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阿方愿与中方
继续深化两国关系，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表示，70 年
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等领域取得了出色成就，中
国人民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叙利亚期
待进一步加深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推动两
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诺普科夫在
出席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上说，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的
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白
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 70 周年华诞表
示热烈祝贺，愿与中国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与
中方一道共同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各国的共同
繁荣之路。 （参与记者：杨晓红、李铭、阿斯
钢、江亚平、程大雨、陶军、王迪、陈鑫、邹德路、
郑一晗、汪健、郝云甫、张修智、林远、魏忠杰、李
佳、刘晨、刘品然）

盛赞中国伟大成就 祝福中国更加昌盛
联合国和多国政要热烈祝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28 日电(记者王建刚)
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日
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人民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年里，通过艰苦卓绝的奋
斗，取得了前所未见的伟大成就。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他向中国人民表达衷心的祝贺。

“ 70 年的伟大成就值得进行一次盛大欢
庆。”他说。

布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第 74 届联合

国大会相关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已
经向世界证明，它可以让数以亿计的人民摆
脱贫困。要知道，全球贫困人数快速减少的巨
大成绩不是来自非洲，也不是来自亚洲其他
地方。”他说，这个成就是“无与伦比的”。

作为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布朗说，中国
在成功使大批人口远离贫困的同时，在过去
几十年对教育进行了大量投入，在这方面，世
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与其比肩。

布朗说，“仅从中国让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
摆脱贫困，并使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
来讲，这就是一个伟大的 70 年，中国人民确实
应该举办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

布朗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于中国独特的
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让中国能够在几十年里持续保
持增长。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
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稳定和持续的高速增
长。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创纪录和无与伦比的。

伟大成就值得盛大欢庆
英国前首相布朗祝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 9 月 20 日，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
娜·穆罕默德（右二）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国庆招待会上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宣读贺辞。

新华社记者李木子摄

▲ 9 月 20 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波

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成员多迪克做客中国驻

波黑大使馆。

新华社发（內迪姆·格拉博维察摄）

▲ 9 月 26 日，在朝鲜平壤，朝鲜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党中央副委员长朴凤柱出席中国驻朝鲜大使
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招待会
时致辞。 新华社记者程大雨摄

▲ 9 月 26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越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庭惠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招待会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王迪摄

▲ 9 月 27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
克，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诺普科
夫出席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举行的国庆
招待会时致辞。

新华社发（任科夫摄）

新华社莫斯科电(记者张骁)毛泽东主席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北京胡同、中国青年跳俄
罗斯民族舞、三节棍表演……一幕幕绚丽多彩的
影像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深沉浑厚的旁白将中
国历史文化娓娓道来。

这是苏联摄影师 70 年前在中国拍摄的珍贵
影像，如今终于公之于世。

纪录片《中国的重生：苏联摄影师眼中的中
国》正在“俄罗斯-24”“俄罗斯-1”电视频道以及网
络热播。短短一周内，6部时长各十多分钟的影片在
多家视频平台快速传播。这是俄罗斯导演阿列克
谢·杰尼索夫和他的纪录片工作室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俄中建交 70 周年之际，送给中国的“生日礼
物”，送给全世界“中国迷”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杰尼索夫 6 年前结缘中国文化，儒学思想、唐

诗深深地吸引了他，翻译成俄文的杜甫和李白
作品他背得滚瓜烂熟。近年来，杰尼索夫先后拍
摄了《俄罗斯和中国——欧亚大陆的心脏》《中
国梦，复兴路》等纪录片，对中国的热爱驱使他
投身制作更多中国题材影片。

1949 年，苏联派出 17 名摄影师前往中国，
为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拍摄素材。

“ 70 年来，这些电影胶片从未公开。在胶
片数码化以后，稀有的彩色影像令纪录片工
作室所有员工惊叹不已。”杰尼索夫说，3 年
前，他在俄国家电影照片资料档案馆发现了
200 卷左右彩色电影胶片。除影片素材外，杰
尼索夫发现苏联摄影师当年还拍摄了北京、上
海、广州等城市风貌，民间艺术表演，农村集市
等的珍贵画面，这令他和同事们倍加欣喜。

“纪录片让人印象深刻。”看了纪录片的加林娜
说，70 年前使用彩色胶片记录影像实属罕见，当时
苏联摄影师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在过去 70 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杰尼索夫说，中国让数亿人摆脱了贫穷，接
受了教育，并且在科研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杰尼索夫说，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
建交的国家。俄中关系历经风雨，如今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近年来，得益于俄中元首密切交往，两
国关系进入新时代，双方对平等、全面合作持开
放态度，在国际舞台共同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
界平衡和多元化。

“在未来我将拍摄更多中国题材纪录片，以
增进俄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加强两国双
边关系。”杰尼索夫说。

用珍贵影像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
记热播纪录片《中国的重生：苏联摄影师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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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枚沉甸甸的金色勋
章，见证着一段段风雨同行
的中外情谊，承载着中国人
民不忘老朋友的拳拳之心。

在喜迎新中国 70 华诞
之际，中国授予劳尔·卡斯
特罗·鲁斯、玛哈扎克里·诗
琳通等 6 位国际友人“友谊
勋章”，嘉奖他们在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
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
平中作出的杰出贡献。29
日，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人们用最热烈的
掌声表达对这些国际友人
最诚挚的感激与敬意。中
国人民永远铭记你们对中
国的好，此时此刻勋章见证、
掌声见证！

这 6 位“友谊勋章”获得
者，来自政界、学界等不同领
域，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
是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中
外交流合作立下了不可磨灭
的功绩。他们中，有的见证
了中国被“抬进”联合国，有
的对外推广中国文化数十
载，有的一直不遗余力向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有的毕
其一生投身中国乡村建设与
教育事业……

这 6 位“友谊勋章”获得
者，与中国守望相助、相交相
知，他们的经历传递出打动
人心的力量，抒写了可歌可

泣的不朽传奇。他们是新中国 70 年建设大业
的助力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行
者，14 亿中国人民的真正知音。

这 6 位“友谊勋章”获得者，是 70 年来为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外交流付出心血的
诸多国际友人中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从当初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创造了一个接一个让世人惊叹的奇迹。
这其中，凝结着诸多国际友人的心血与奉献。
70 年来，成千上万的国际友人满腔热血地投入
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事业，诚心诚意推动中外交
往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纽带作用，把自己融入
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进程之中。

饮水思源、受恩不忘是中国人民尊崇的美
德，中国人民永远记得外国朋友对中国的好。
多年来，众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的外国专家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去年，中国
授予阿兰·梅里埃等 10 位国际友人中国改革友
谊奖章。今天向 6 位国际友人颁发“友谊勋
章”，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友
谊、携手进步的博大胸怀。正如英国社会学家、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马丁·阿尔布劳所说，这体现
了中国对外国友人给予的支持和所作杰出贡献
的认可和感激之情，以及中国对和平友好的重
视，更展现出中国开放、友好的姿态。

什么是友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说过，“挚友如异体同心”。获得“友谊勋章”

的各位国际友人，就是中国人民的挚友。当
前，中国人民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道路上努力拼搏，在此进程中，中国人民期待
更多外国挚友为我们的事业加油助力，携手
抒写新的灿烂篇章。

(记者吴黎明)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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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日
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日
前在东京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新中国
7 0 年的发展“脚踏实
地”。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发生的变化是之
前完全无法想象的。

福田康夫办公桌
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
副中国书法家的作品，
上书“一衣带水”。现年
83 岁的福田回忆起他
1980 年第一次到访新
中国，“我怀着强烈的
好奇心。当时中国还没
有进入经济高速发展
阶段。第一印象是人很
多，自行车很多。天安
门广场前的街道上自
行车川流不息，充满活
力 。那次访问去了 北
京、西安、上海。”

福田说，之后他到
中国的次数已不胜数。
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是
脚踏实地的。改革开放
以来 ，“中国以强大的
学习、借鉴能力，结合自
身国情摸索发展道路，
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在
人才、金融、投资等方面
都不断进步。后来我重
访这些城市，看到的变
化是之前完全无法想象
的。”

福 田 表 示 ，随 着
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
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
在国民生活水平 、教育等方面 。”他举例
说，“比如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全国，不
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都能获得同等
的信息 。信息的传播令教育和国民意识
也都随之进一步提高。”

福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表示乐观。他
说 ，中国经济发展正从速度向质量转变。
比如，以创业创新为特征的“深圳模式”引
起了日本经济界的广泛关注。“ 1995 年，
我第一次去深圳时 ，那里还什么都没有。
今天深圳高楼林立 ，创业企业如雨后春
笋，成为高新技术创业城市。”

福田赞同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人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才
能生存。国家也是如此，携手发展，共享发展
成果，世界才会和平。”他说，在外交上，也需
要构建基于此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

去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
年。这一条约签署之时，日本时任首相正是
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福田康夫说，父
亲与他都认为，中国对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国家，日中关系极为重要。

谈到中日今后合作的新机遇，福田谈到
了第三方市场和“一带一路”倡议。福田说，
去年，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
举行，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
署了 50 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 180 亿美
元，把第三方市场合作落到了实处。

“中国在认真研究，应该在什么时候、以
什么样的方式与其他国家互动共识。‘一带
一路’倡议就是如此。”福田说。

(记者杨汀、郭丹、邓敏）新华社东京电

镜头见证中国伟大变化的法国人
新华社巴黎 9 月 29 日电(记者唐霁、徐永春、

韩茜）“我只见过伯祖父（戴高乐将军）3 次，我那
时还太小。他是法国总统，因为他，我们家族和中
国紧密联系了起来。”

在巴黎清凉的夏日里，戴高乐将军的侄孙、法
国摄影师格雷瓜尔·戴高乐向记者聊起戴高乐家
族与中国交往的珍贵历史。

格雷瓜尔的父亲贝尔纳·戴高乐是戴高乐将
军的侄子，曾任法中委员会主席，被称为中法友谊
“信使”。1964 年，中法两国建交伊始决定举行首
届法国科技展览会，贝尔纳·戴高乐作为展览会法
方负责人率团与会，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国
友好，是中法友谊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我父亲 1964 年去中国，那个时候我还小，但
我知道对父亲来说那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旅行。父
亲从中国带回了许多纪念品、书、照片和他拍的录
像，这让我们全家都非常兴奋，此后我们的生活就
开始和中国有关。”格雷瓜尔回忆说。

祖辈、父辈们对中国的讲述，让孩提时的格雷
瓜尔内心充满对中国的向往。“1978 年，我结束了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公职服务，我有两个月的假
期。我想，我已经离中国这么近了，应该去实现童
年的梦。”他说。

于是，他坐上了从卡拉奇飞往北京的飞机，
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行。

“当时我甚至没想好要去哪里，因为我只听
说过北京、上海和广州。但我很幸运，因为从
1978 年开始，整个中国都是开放的，我开始了
探索整个中国的旅程。”

对当时的格雷瓜尔来说，中国“是一个全新
的世界，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世界”。“那个时候，
路很宽，但汽车很少，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
行车。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也加入到自行车大
军之中。我在北京结识了不少朋友，我们一起
坐火车、轮船，从北京出发，到西安、成都、重庆、
武汉、上海、广州……”

他被中国人家门前的场景深深吸引：孩子
们在路边支起板凳做作业，大人们忙着洗衣服、
晾衣服，老人们在下棋、打牌……“在巴黎，人们
的街头活动是去咖啡馆。在中国，人们的街头
生活要丰富得多，从这里可以了解中国人日常
生活的一个侧面。”

于是，格雷瓜尔把镜头对准了中国普通民
众的日常生活。他说：“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父亲
拍摄的中国上世纪 60 年代的照片和录像。
1978 年的中国和 1964 年的中国在建筑外观

上、人们的服饰上、交通方式上没有什么大的不
同。但从 1978 年开始，我每次去中国都能够深切
感受到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城市的变化，包括建筑、城市的规模
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新的机场和火车站和以前完
全不一样，已经成为国际国内重要交通枢纽。新
的、更舒适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我特别注意
到路上的行人，每个人都充满活力，有忙着去上班
的，有在旅游、度假的……”格雷瓜尔兴奋地讲述
着他 2016 年在中国看到的一切，而这一切都被他
用相机记录下来。

“从我所看到的，中国人生活舒适度有很大提
高。即使在落后的地区，更多的家庭都拥有了电、
水、舒适的住房。在大城市里，商业文化发展非常
快。一开始我看到很多的西方品牌、快餐。但现
在，我看到大量中国自己品牌的服装、奢侈品、餐
饮等，成为城市的主流商业文化。”他感叹道。

今年，格雷瓜尔在巴黎举办了《中国：1978 —
2016 年》摄影展，用他 38 年影像记录展现了中国
的伟大巨变。“以前父亲每次从中国回来，都把在
中国拍摄的录像放给全家看。以后我将继续举办
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摄影展，让更多的法国人通
过影像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格雷瓜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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