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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美国政治新闻网：中美元首视频会晤表明两国（一）美国政治新闻网：中美元首视频会晤表明两国

关系僵局加剧 关系僵局加剧 

3 月 18 日，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视频

会晤，全程近两个小时。会晤表明，在俄乌冲突及台湾问题上，

两国领导人间的分歧日益加深。拜登此次主动要求对话，但却未

能取得预期效果，习近平并未承诺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劝说俄罗斯

停止对乌军事行动，中方甚至拒绝使用“入侵”一词。相反，会

晤期间，中方暗示美国挑起了俄乌冲突、干涉台湾问题，还对美

国威胁制裁中国的行为表示了不满。美国此前宣称，一旦中国向

俄提供军事援助，将会制裁中国。

去年 11 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也曾举行了视频会晤，互相传

递了善意。但是如今两国间的敌意表明之前残存的善意已经耗尽

了，并可能坚定拜登政府坚持当前对华政策的决心，即团结盟友，

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及地区外的影响力。拜登政府发表了声明，

着重强调了在争取中方对解决俄乌冲突发挥更多作用方面未取得

任何实质性进展。

两国元首视频会晤几个小时前，中国外交部传递的信息表明，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或与美方的期望不符。中国政府目前

似乎更倾向于加强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表示：“美方应该做的是，认真反思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

1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8 期

2

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切实承担应尽的责任，为缓和局势、解决

问题拿出实际行动，而不是继续火上浇油、转嫁矛盾。”他还表

示：“美国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为什么却一直在对中国

进行污蔑抹黑，而不是去反思一下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一味东扩所

造成的欧洲安全困境？”这一立场与习近平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即并非是俄罗斯需要为俄乌冲突负责，中国在俄乌战争调停中也

无法发挥直接作用，中方重申“六点倡议”，提出与国际社会一

道解决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中方的声明表示：“美国和北约应

当同俄开展对话解开乌克兰危机背后的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

全忧虑。”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时曾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

近平建立个人友谊，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引

发舆论对领导人间的个人友谊能否弥合双方严重分歧的质疑。

尽管去年 11 月份的会晤中，双方互相传递了善意，但本次

视频会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意味着中美两国关系受到了

不断升级的贸易分歧、台湾问题、新疆所谓人权问题及印太地区

军事紧张局势的考验。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罗伯特 • 戴利

(Robert Daly) 表示：“如果取得进展是外交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

那么这次会晤不能算是成功。中美一直处于僵局。双方都在不断

强调己方立场，认为对方固执己见。”

习近平主席没有改变中方对俄乌冲突所秉持的立场，再次强

调“各方应共同支持俄乌和谈，谈出结果、谈出和平。”

本次视频会晤期间，拜登亮明了美方的核心立场，不希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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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向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任何援助。上周五有爆料称，欧盟领导

人掌握了“非常可靠的证据”，显示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

军事援助，因此对中国支援俄罗斯的担忧加剧。美国威胁称，如

果中国应俄方要求提供援助，将会制裁中国。习近平主席在本次

会晤中强烈指责了这一点。中方更为关切的问题则是美国的对台

政策。本月初，拜登政府派出了重量级代表团访台，团队由前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 • 马伦（Mike Mullen）领导并由五名美国

前安全和国防高级官员组成，他们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政府

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面。前国务卿蓬佩奥则是火上浇油，在同一

周表示美国应在外交上承认台湾“是一个自由的主权国家”。任

何支持“台独”的言行都会被中国视为冒犯之举。中国显然一直

关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向，会晤期间，习近平对拜登表示：“美

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非常危险，台湾问题若

处理不当，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

拜登方面则回应称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对中国在台海地区不

断升级的军事“恐吓”深感关切。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拜登

总统也对该地区的挑衅行为表示担忧，强调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

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现状的举动。”

作者：Phelim Kine，2022 年 3 月 18 日

翻译：尤茜媛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3/18/bidens-call-with-xi-

bilateral-deadlock-0001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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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时报》：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未能就（二）《金融时报》：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未能就

乌克兰战争弥合分歧乌克兰战争弥合分歧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未能就乌克兰战争弥合分歧。美国总

统警告称，若对俄提供军事援助，中国将面临“后果”，中国领

导人则强烈谴责西方对俄罗斯施加的“全面且无差别的制裁”。

本周末，由于遭到顽固抵抗，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军事攻势基

本陷入停滞。周五，也就是在美国担忧中国会援助举步维艰的俄

罗斯军队之时，两国首脑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通话。白宫方面称，

拜登总统在与中方通话时表达了这些担忧，并表示“拜登总统指出，

中国若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将面临影响和后果”。中方报道称，

习近平主席谴责了美国及其盟友因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而对其施

加的经济惩罚，以及这种制裁还会扩展到支持俄罗斯的其他国家。

据中方报道，习近平主席表示：“全面且无差别的制裁只会让人

民受难。如果制裁进一步升级，会为全球经济和贸易、金融、能

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严重危机，危害早已疲软的世界

经济，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习近平主席要求拜登总统采取“冷

静且理智”的方式，强调“乌克兰危机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并指出中美两国“要承担我们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安

宁做出努力”。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此次两

国领导人通话是为终结俄罗斯对其邻国采取军事行动所做的最新

外交努力。据美国官员称，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拜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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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了此次俄乌冲突及西方国家的反应。本周，《金融时报》

报道称，俄罗斯已请求中国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几类武器装备。

美国官员并未提供任何关于通话后可能对中国施加惩罚的细节，

也没有评估习近平主席是否已经决定支持俄罗斯。但白宫新闻秘

书珍 • 普萨基表示，美国有“一系列工具”供其使用，包括制裁，

而且下周拜登总统前往欧洲与北约、欧盟以及七国集团（G7）领

导人会晤时，应该会讨论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拜登政

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我们将看到……在未来几天和几

周内，中国会做出何种决定”，并补充道，此次通话旨在确保习

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能够进行“直接、坦率、详细且极具实质性

的对话”。无论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前，还是在冲突的前几周，中

国一直是普京总统的支持者。中国公开声称其采取中立立场，避

免将这一战争描述为一场“入侵”，将其称作乌克兰“问题”或“危

机”。中国还一直指责北约及欧盟在战争之前对普京总统施压。

中国外交官及官方媒体重复提到俄罗斯方面的报道，即美国正在

利用乌克兰研究危险的生物武器。拜登政府也在密切关注中国是

否在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据中方对此次通话的报道，习近平主

席在通话中向拜登总统表示，“当务之急是继续对话谈判，避免

平民伤亡，防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早日停火止战”。

周六早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呼吁俄罗斯参

与“有意义的谈判”，并警告称，若不这么做，将导致“几代人

的努力都不足以恢复的巨大损失”。普京总统出席在莫斯科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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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场支持战争的大型集会数小时后，泽连斯基发表了上述评论。

这位俄罗斯总统在曾主办过 2018 年世界杯决赛的体育场向参与集

会的人群发表讲话，官方媒体称，集会人群超过 20 万人。讲话

中，普京总统承诺，俄罗斯将“实现为自己制定的所有计划”，

并表示俄对乌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讲俄语的人免遭“种族灭

绝”。早前与德国总理舒尔茨的通话中，普京总统指责乌方“试

图通过提出更多不切实际的建议，来拖延谈判进程”。而且，普

京总统并没有表现出会放松军事压力的迹象。利沃夫当地政府

称，俄罗斯已攻至利沃夫郊区，此次进攻标志着俄罗斯有意将作

战区域扩大至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市市长安德烈 • 萨多维（Andriy 

Sadovyy）称，几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机场附近的一个区域，但没

有收到伤亡报告。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从黑海向该地区发射

了六枚巡航导弹，其中两枚被防空导弹击毁。

西方官员称，由于俄罗斯军队被调去保卫紧张的供应线以应

对英国情报机构所说的“乌克兰不间断的反击”，因此，俄军本

周进展甚微。乌克兰最大的几个城市仍然不受俄罗斯控制，俄军

越来越多地依赖重型武器和导弹袭击来压制抵抗，摧毁成片的民

用基础设施。大约有 320 万乌克兰人逃离本国，约占乌克兰人口

的 7%。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普京总统通电话时表示，他对马里乌

波尔市（Mariupol）的局势感到“极度担忧”，那里有数十万平

民受困。泽连斯基称，有 130 人从该市一个被炸毁的剧院废墟中

救出，但仍有数百人被困，周五，有 9000 人从该市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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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mes Politi（华盛顿）,	Demetri Sevastopoylo(华盛顿)，

John Read（利沃夫），Max Seddon（里加），Edward White（首尔），

2022 年 3 月 19 日

翻译：张鑫姿

(https://www.ft.com/content/0f774fdb-c000-4cbe-ba51-f6586269bb57)

（三）彭博社：欧盟可能站队拜登总统，同美一道警（三）彭博社：欧盟可能站队拜登总统，同美一道警

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

欧盟似乎要与美国站在一起，强化对中国的警告，即中国若

试图缓解对俄制裁的冲击或对俄提供军事支持，将面临严重后果。

据知情人士称以及彭博社所看到的外交函件，4 月 1 日中欧线上

峰会之前，欧盟与美国一直在密切协作，并且以后还会继续保持

下去。与中国方面沟通将是拜登总统周四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

人会晤时讨论的议题之一，同时，美国总统将寻求就联合声明达

成一致。

据彭博社所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上周几个欧盟主要国家的

大使举行会晤，敦促欧盟强调，俄乌冲突可能是中欧关系以及中

国塑造其全球大国形象的决定性时刻。欧盟希望通过凸显其在捍

卫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来鼓励中国采取负责任的立

场。随着西方盟国一致对俄经济实施强有力的一揽子制裁，普京

总统试图寻找回旋余地，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乌克兰冲突上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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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更加成为引人关注的焦点。周五，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

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并强调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支

持，可能面临后果。

拜登政府表示，俄罗斯请求中国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美国

也公开和私下警告中国不要同意这些请求。中国一再否认俄罗斯

向其寻求帮助，中国驻美大使周日表示，中国没有向俄乌任何一

方提供“武器和弹药”。俄乌冲突将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晤时的主

要议题。

消息人士称，虽然欧盟的声明会与拜登总统的类似，但大多

数欧盟成员国希望冯德莱恩和米歇尔能够以不会被中方视作威胁

的措辞来表达，因为这些成员国不想疏远中国。另一位欧洲外交

官表示，欧盟希望维持自己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而非简单附和

美国的说法。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对此

置评的请求。即使一些中国高层官员一直在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试图将其对乌克兰的立场描

绘为中立立场，不愿让俄罗斯感到不安。美国官员亲自与中国领

导人接触的原因也在于，他们认为俄乌局势正朝中立立场不再站

得住脚的地步发展。最近，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欧盟不愿指责

中国感到沮丧。他们知道，欧洲经济更多依赖出口，因此，若像

美国官员那样公开指责中国，欧洲担心这可能为其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拜登政府的官员表示，最近与欧洲领导人分享的情报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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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欧盟站队美国。拜登总统将于周一与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4 月 1 日冯德莱恩和米

歇尔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美国期望欧盟传达与美国立场相似的

信息，并希望美国和欧盟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

阴谋论阴谋论

另一个发挥作用的的因素是欧盟担心中国附和俄罗斯由来已

久的阴谋论，即美国利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开发武器。联合国

表示，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美国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

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俄罗斯可能会持续散布这一阴谋论，借此“幌

子”做挡箭牌转移责任。

中国也日益赞同俄罗斯反对北约的说法。2 月 4 日，习近平

主席在与普京总统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反对北约“进一步扩张”。

由于北约扩张，中国外交官常常将美国描述为乌克兰危机的“罪

魁祸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于周六的演讲中指责北约试

图在亚太地区“展示自身力量”。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通电话

数小时后，乐玉成表示：“朝这条路走下去结果可想而知，乌克

兰危机就是一个警示。”

中国试图阻止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影响欧盟，一部分原因是

为了防止美国和欧盟进一步合作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知情人

士称，目前，中国并未规避欧盟的制裁，而且几家中国企业因担

心违反制裁而暂停运营。然而，也有人担心西方企业撤出俄罗斯

之后，其位置可能会由中国企业填补。为了提供进一步保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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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官员告诉其欧洲伙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会在采取任何

行动之前与其讨论对中国造成的可能结果。

在下个月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欧盟的立场成为关注焦点，

这相比于两年前中欧双方最后一次举行领导人峰会时有了重大转

变。两年前的中欧峰会促成了 2020 年 12 月的中欧投资协定——

这让仍在等待上任的拜登团队感到沮丧。中国对欧洲议会成员实

施制裁以回应欧盟就新疆所谓人权问题对少数中国官员实施的制

裁措施，在这之后，中欧投资协定一直处于冻结状态。此后，欧

盟加大制裁中国补贴的行动力度，并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对立

陶宛（欧盟成员国之一）的做法提起诉讼。维尔纽斯政府允许台

湾以国家的名义，而非首都台北的名义开设代表处之后，中国认

为此举是对本国主权的挑战。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冯德莱恩和米歇尔会在与习近平主席

会晤时会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一些国家要求向中国明确一点，

即中欧投资协定生效之前，中国需要取消制裁。其中一位知情人

士表示，也会讨论到人权问题，但欧盟也会寻求在气候变化等问

题上与中国合作。欧盟的文件显示，中欧峰会不太可能发表联合

声明，双方更有可能在会后单独发表声明。

作者：Jenny Leonard，Alberto Nardelli，2022 年 3 月 21 日

翻译：张鑫姿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3-21/eu-set-to-line-up-

with-biden-to-warn-china-against-helping-p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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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国 24 电视台：习近平与拜登会谈前，中美军（四）法国 24 电视台：习近平与拜登会谈前，中美军

舰驶过台湾海峡舰驶过台湾海峡

周五，中美两国军舰驶过台湾海峡，台湾地区、美国官员表

示，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拜登，如果美国对台湾局势“处

理不当”，两国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两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危机

和其他议题进行的近两小时的通话备受瞩目，在这场通话的几小

时前，两国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

在通话中，习近平向拜登表示，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中美双边关

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发出

的“错误”信号。中国外交部在其英文会议纪要中提到，“在台

湾问题上的不当处理将对双边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中方希望美

方对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前国务卿

迈克 • 蓬佩奥在访问台湾时表示，美政府应该认可台湾是一个“自

由主权国家”。尽管美国在 1979 年与中国建交，承认一个中国，

但它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和主要的武器供应商。	

军舰演习军舰演习  

台湾海峡是国际航运的重要通道。中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领

土，并一再宣称终有一日会收复台湾，必要时将动用武力。美方

认为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运通道。

在一份通过短信发送给法新社的简短声明中，台湾“国防部”

证实中国大陆的“山东号”航空母舰于周五过航台湾海峡。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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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我们强调，我们全程掌握所有在台湾海峡周边地区活动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飞机和船只的情况。”美国国防部后来电邮告

知法新社，“我们的一艘驱逐舰”周五驶过台湾海峡。在 180 公

里宽（110英里宽）的台湾海峡中，军舰的这种活动并不罕见。“山

东号”上一次过航该海峡是在 2020 年 12 月，也就是一艘美国军

舰从此处驶过的第二天。2019 年 12 月，台湾大选的前几周，“山

东号”也做出过同样的举动。	

自 2016 年蔡英文上任以来，两岸关系尤为冷淡。她否认中

方关于台湾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	

根据法新社的数据，近年来中国大陆大幅加强了台湾地区周

边的军事活动，2021 年派出 969 架战机进入台湾附近空域，是

2020 年（约 380 架战机）的两倍多。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

始终支持台湾——到目前为止，批准了至少两项与台湾的武器交

易，以支持其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

争议点，中方认为这种支持“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作者：佚名，2022 年 3 月 18 日

翻译：阮诗雨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20318-chinese-us-warships-

sailed-through-taiwan-strait-before-biden-xi-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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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国 24 电视台：拜登欧洲行欲巩固西方团结，（五）法国 24 电视台：拜登欧洲行欲巩固西方团结，

强化对俄制裁强化对俄制裁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周二表示，在本周于欧洲举行的一系列峰

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将试图巩固西方团结，届时会上将就乌克兰

冲突敲定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措施。拜登将在周三启程前往布鲁

塞尔，一天后将与北约和欧洲理事会举行峰会，然后于周五前往

波兰，次日与波兰总统安德烈 • 杜达会面。密集的外交活动标志

着重振雄风的跨大西洋联盟与普京总统间的危险对峙进入关键时

刻。一个月前，普京总统派遣俄罗斯军队对亲西方的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试图打破欧洲力量的平衡。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 沙利文告诉记者，拜登将寻求“加

强我们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建立起来的难以置信的团结”。他还表示，

将进一步强化旨在削弱俄罗斯财政状况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新的一揽子计划将“在周四与我们的盟友一同推出”。他没有透

露任何细节，只说该一揽子计划“不仅将侧重于增加新的制裁，

而且将确保共同努力打击规避制裁的行为。”

西方联盟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议题是如何应对中国，中国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俄罗斯的合作伙伴。中国政府拒绝谴责普

京发动的军事行动，也拒绝支持西方实施的制裁。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中国不会积极插手帮助俄罗斯，

无论是通过援助俄罗斯经济，还是向其输送武器。沙利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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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五习近平和拜登两个小时的通话中，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在

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这是我们正密切关注的事情，”他说，

“总统在布鲁塞尔期间肯定会就中国可能插手乌克兰冲突的问题

进行磋商。他会与北约讨论这一问题”，“他在同欧盟 27 位领导

人会谈时也会商讨此事，因为4月1日，欧盟将与中国举行峰会”。

他补充道，“我们相信，我们与欧洲伙伴的立场是大致相同的。”	

尽管西方武装下的乌克兰部队成功地抵御了俄罗斯的大部分

进攻，但沙利文警告人们，不要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也不要以

为俄罗斯会做出让步。他说：“乌克兰将面临艰难的日子，尤其

是前线的乌克兰军队和乌克兰的平民”，“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

拜登访问计划中的瑕疵是，他的首席发言人珍 • 普萨基将无法随

行，她周二公布的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这位白宫新闻秘书说，

她在前一天与拜登进行了两场保持社交距离的会议，拜登已接种

疫苗。不过，普萨基声明，“总统今天的 PCR 检测呈阴性，”她

补充道，根据美国最高卫生机构的定义，79 岁的拜登“不被视为

密切接触者”。	

作者：佚名，2022 年 3 月 22 日

翻译：阮诗雨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20322-biden-europe-trip-

targets-western-unity-tighter-russia-sa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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