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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
成立 70 年之
际，白俄罗斯
前驻华大使、

白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托济克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70 年来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中国人民在
共产党领导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现象级
建设成就”，找到了最佳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模式。

他说，中国国际影响
力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巨大，中国的和
平崛起对其他国家只会是
机遇，而不是威胁。

托济克曾在
2006 年至 2011 年间担任白俄罗斯驻华大
使，2014 年卸任白俄罗斯副总理后，开始
担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专门
致力于对中国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化的
推广。

托济克说，7 0 年来新中国在国家建
设方面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他对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叹
不已。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了现象级成
就，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找到了 21 世纪中国、亚洲
乃至世界上最佳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模式，
实现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
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佳结合。”

在他看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能够创造条
件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中国在创造条件吸引
投资、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利用风险资本、国有企业
及私营企业领导层激励机制及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
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于希望建设美丽宜居
国家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有
健康的思维和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两点保证了中国取
得前所未有的现象级成就，让世人惊叹。”

托济克回忆道，2009 年新中国成立 60 年时，他作
为白俄罗斯时任驻华大使亲眼目睹了中国当时的庆祝
盛况。他说，经过 10 年的发展，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又前
进了一大步，已经成为了 21 世纪的世界强国。

中国共产党是领航者
托济克说，如果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比喻为一

艘大帆船，那么帆代表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在这艘
大船上承担领航员职能的是中国共产党，而大船的舵
手则是中国政府。

他说：“中国近 40 年来的发展表明，中国党和国家

领导层中形成了战略人才和干部储备，他们有能力为
自己和全体中国人民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鼓舞并带
领人民实现既定目标。”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人口大
国变成了世界强国，中国家家户户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中国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这已经很明
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也完全能够成功
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托济克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国情出发，辩证地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我深信，中国共产党是受到中国人
民充分信任与完全支持的领导者，今天中国取得的成
就正是这种团结统一的结果。我认为，只有在这种团结
统一之下中国才有未来。”

他相信，新中国成立 70 年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我想，新中国成立 70

年将对中国社会，对中国
的团结和建设繁荣国家产
生更大影响。”

他认为，中国
在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积累的经验不
仅对于今后中国自
身的发展具有巨大
实质意义，在很大

程度上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有重要参考价
值。“可能，过一定时间后我们会发现，中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 21 世纪最佳的模式。”

托济克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想在本世纪
中叶将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幸福宜居的国家之一。他
认为，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
境。为此，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努力帮助
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没有中国的大发展，全世界也
将无法实现好的发展。“正是基于对 21 世纪地球文
明发展规律的理解，中国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建设‘一带一路’等对全人类而言具有现实意
义的倡议。”

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只会
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他说，中国取得巨大改革开放
成就的同时，并未向其他国家隐瞒发展经验，而是向
愿意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所有国家毫无隐瞒地介绍
自己的发展经验。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也有助于
外国更好地学习中国经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为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倡议。
他说，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和贡献越来越大，也

越来越受到欢迎。在他看来，当今世界需要有符合 21
世纪现实的新的制衡体系。在新的制衡体系中军事因
素已经再也不能像在 20 世纪那样发挥决定性作用，而
中国在形成这一新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

托济克认为，中国越强大，世界越安宁，人类越有
希望。“中国越强大，就能作出更多努力、使用更多资金
来帮助其他国家，帮助世界变得更加安宁。”

70 年来，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经济飞速发展，政治影响力与日俱
增。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瓦西
里·米赫耶夫看来，中国是一个伟大且独
特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经济、
社会和外交领域采取的举措令中国取得
了成功。随着中国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中
国必须更加强大，也必定更加强大。

中国正成为创新领导者
《参考消息》：请问您如何评价新中

国 70 年来的发展成就？
瓦西里·米赫耶夫：中国已经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层有 4 亿多人，过
着小康生活。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创新领
导者，包括在 5G 领域，中国正在探索太
空，并在体育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展望未来，中国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首先是中国将在世界发展和世界安
全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能为世界提供什
么。其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国家民主化
进程以何种速度、沿着何种方向发展。

《参考消息》：世界可以从中国发展
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他国家可以向
中国学习什么？

瓦西里·米赫耶夫：中国是世界其他
国家的一个新的强大经济伙伴，从全球经
济、创新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之一的
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经验是有益的。

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即使是一个
落后国家，凭借有效的政治领导，与世界

经济合作而不是闭关锁国，也能取得巨
大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经验也是
有益的。中国伟大且独特。未必有人能够
复制中国的道路。

你可以从中国学到的是智慧和实用
主义；学到的是妥协和找到利益交汇点
的能力，学到的是与不久前的敌人构建
互利关系的能力；学到的是不按“零和”
规则而是“双赢”规则做游戏的能力；学
到的是成为负责任的世界领袖的能力。
或者确切地说，学到的是成为世界领导
者之一的能力。

中共领导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消息》：您认为中国继续发展

具备哪些有利条件？
瓦西里·米赫耶夫：我已经谈到了，

比如睿智的领导人、市场改革、保护私有
财产、对外部开放等等。在这里我想添加
两个因素。第一是善于学习，吸收世界经
验，尊重知识。第二是在市场条件下以及
在国家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宪法平等的
条件下，国家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
党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瓦西里·米赫耶夫：中共领导人采取
了一些关键性步骤。在经济方面，推行基
于私有财产的市场改革。此外，中共领导
人开放中国经济，将其纳入全球经济和
创新进程；利用外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自己的创新基础。
在社会领域，以消除平均主义为基

础，在全国推动城镇化，将一半以上的人
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培育中产阶层。这使
得在过去几年中改变以出口为基础的中
国发展模式成为可能，现在中国经济已
建立在内需基础上。

在外交政策方面，与美国、日本、欧
洲、前苏联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继续与
俄罗斯发展合作。中国日益积极地参与
国际政治生活，参与建设新的全球安全
与合作架构等。

中共成功地满足条件并适应新形
势，我们可以根据结果来判断。现在取得
了结果，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
成功。中共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功以其规

模巨大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必将对外有所作为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下

一步发展？
瓦西里·米赫耶夫：我认为近期主要

的变化可能会发生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国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寻求在世界政治和
安全体系中占据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一
席之地。“一带一路”是充满活力的伟大倡
议。这是我们在概念上和具体计划上都可
以期望加强中国影响力的方向。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需要全球经济，客观上需要。客观现
实迫使中国在世界上积极作为。但如果
你在国际经济领域活跃，而经济依赖于
政治局势，那么你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政
治。怎么办？中国尚未做好准备，它正在
探索自己的道路。

因此，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将发生在对
外政策领域，因为他们会寻求新的方案。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当
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瓦西里·米赫耶夫：巨大的经济体量
和新的对外经济需求提出政治影响力的
需要，中国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应该成为
重要行为体。此前，中国专注于国内经济
的成功，但现在发展的第二个组成部
分——— 对外政治影响力——— 将增长。中
国和其他国家都存在无法独自解决的重
大问题，这意味着有必要参与多边进程，
而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必须强大。

中国会成功吗？显然会。如果中国过
去五年来在国际影响领域的活力得以保
持，那么五到十年之后，中国将更加显眼。

中国找到最佳发展道路
——— 专访白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托济克

□本报驻明斯克记者 魏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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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发 展 经 验 有 益 于 世 界
——— 专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瓦西里·米赫耶夫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胡晓光

白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白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托济
克(任科夫 摄)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瓦西里·米赫耶
夫(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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