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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一）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

制制

美国已经宣布对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此举美国已经宣布对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此举

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美国政府表示，出于对中国所谓人

权问题的关切，美方将不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但美国

运动员可以参加，并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国称美方的

举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

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只是想把体育政治化，制造分裂和挑

起对抗。北京冬奥会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少数国家政府官员是

否出席。”

早些时候，在预料到美方外交抵制时，中国政府表示它将对

这种抵制行为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白宫新闻发言人莎琪（Jen 

Psaki）周一确认美方将采取外交抵制，并表示政府不会为奥运会

的“大肆宣传”做出贡献。她说，美国政府认为“为冬奥会训练

的运动员付出了汗水，所以不会禁止运动员参赛”，但不派美国

官方代表团参加 2022 年奥运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之后，新西兰于周二表示，它也不会派

出代表团。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据说也在考虑

抵制。

政治姿态政治姿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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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发布了一项声明，称外交抵制是“对《奥

林匹克宪章》精神的严重歪曲”。路透社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发言人刘鹏宇的话说：“没有人会关心这些人（美方官员）是否

会来，这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没有任何影响。”刘先

生补充说：“中方没有向美国任何政客发出邀请，所以这种‘外

交抵制’根本是无中生有。”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关于该报道

的帖子下面的评论中有一条评论这样说道，“奥运会是为运动员

服务的，它与政客有什么关系？即使你抵制，你伤害的只是你自

己的同胞（包括运动员）。”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级别政府

代表通常会出现在奥运会上。今年早些时候，第一夫人吉尔 • 拜

登带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

中国在过去几天试图先发制人，将外交抵制视为无关紧要的

事情，以消除其影响。中国官员们说，目前还有疫情导致的出行

限制，中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本来就不会邀请任何政要。这一决

定肯定又会被中国官员嘲笑为“冷战心态”。但是，鉴于美国政

府对中国提出的人权指责，拜登或任何美方高级政要便不可能参

加这样一个政府主办的奥运会。在做出外交抵制决定之前的几个

月，与我交谈过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美国政府会努力让美

方运动员了解所谓在新疆和香港发生的事情。他们还设想在冬奥

会的比赛间隙，让运动员之间热烈讨论这些事情。英国会效仿美

国的做法吗？英国政府没有对中国提出相同的官方指责，但据说

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在私下谈话中说法与美国政府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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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同。几个月前，一位密切参与制定与中国相关政策的英国高

级官员告诉我，他们认为如果英国加入抵制行动，会被视为美国

的“走狗”。 

两党支持两党支持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立法者都赞扬外交抵制行动。共和

党犹他州参议员米特 • 罗姆尼（Mitt Romney）在推特上说，拜登

政府拒绝外交人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是正确的。民主党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补充说，她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赏。 

佩洛西说：“虽然我们必须支持和祝贺我们的运动员，但美

国以及全世界在官方不能支持这届运动会，在一个存在人权问题

的国家举办奥运会是不对的。”然而，一些美国政客表示，他们

认为外交抵制是不够的，参议员汤姆 •科顿（Tom Cotton）称其为“半

措施”，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选择“全面抵制”奥运会。 

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据说也在考虑外交抵制。

拜登政府对 2022 年冬奥会的外交抵制程度远远低于 1980 年美国

的外交抵制，当时美国没有派出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以抗

议苏联在前一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反过来，苏联及其盟国也抵制

了随后在洛杉矶举行的 1984 年夏季奥运会。 

美国将于 2028 年在洛杉矶举办夏季奥运会。

作者：Robin Brant，2021 年 12 月 7 日

翻译：周嘉晖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955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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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政治新闻网：中国“零疫情政策”破坏了（二）美国政治新闻网：中国“零疫情政策”破坏了

中美关系中美关系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最近宣布，美国旅客赴华商务旅行的“快

速通道”即将开通，这使人们对中国政府最终放松繁琐的入境要

求充满希望。中国的“零疫情政策”旨在防止和遏制新冠疫情在

中国国内外的传播，该政策实际上已经叫停了外国公民来华旅游

和留学的活动。中国还通过入境许可制度，以及抵达后最少隔离

两周这两项措施来限制商务旅行。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控制措施影响，中国经济在 2020 年前三

个月收缩了 6.8%，这些措施包括具有针对性的封锁，造成消费者

支出下降，并促使零售部门裁员。但这些措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

得的成功，以及政府的刺激措施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反弹，并推动

GDP 在 2021 年前九个月增长 6.8%，高于“6%以上”的官方目标。

但是，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在上升，那么中国对外关系则处于“历

史最低点”。美国企业和中美关系研究机构警告称，除非北京大

幅放宽入境和隔离限制，否则中美双边商业、外交和文化关系将

会恶化。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 • 欧伦斯表示：“我认为人

们没有充分意识到零疫情政策的代价 ..... 这一政策的问题在于

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缺失，即中美公民缺乏往来，这种缺乏导致了

两国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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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零疫情政策依赖于严格的检疫制度、对确诊病例进行

检测和隔离以及社区封锁和出行限制，以减轻病毒的传播。从公

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的数据表明，中国只有 4,849 人死于新冠疫情，而美国

死亡病例数为 785,900。

中国疾控中心上个月发布了一项模型研究，预测疫情控制措

施放松后会新增数十万感染病例，并“对中国的医疗系统造成破坏，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灾难”。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加大了对零

疫情政策的宣传。新的大规模隔离设施旨在容纳数以千计的海外

入境者，这表明目前的隔离系统成为入境中国后的固定程序之一。

但是，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之间视频会晤

的成果之一是中国可能放宽入境和隔离限制。会晤中，习近平“同

意升级入境快速通道，这将进一步加强中美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交

流，并促进两个经济体的复苏。”

秦刚周四的声明详细阐释了习近平的承诺，中国政府所说的

“邀请函”的审批周期将减少到“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政府还

将通过“隔离气泡”（确认所有成员健康的封闭社群）等措施提

高强制检测和隔离的便捷性，允许商务旅行者在抵达后与中国的

同事、工作人员和客户面对面交流。秦刚表示会在不久后公布快

速通道计划的细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通讯部高级主任道格拉

斯 • 巴里认为：“细节很重要，我们迫切地想知道中国政府如何

调整现有的隔离时长，以及‘隔离气泡’中提到的‘允许抵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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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人士工作的同时保证其他人的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些城市采取了更严格的隔离措施。总部设在华盛顿州贝尔

维尤的大太平洋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本 • 张（Ben Zhang）说：

“进入沈阳后，旅客要在隔离区呆 28 天，然后在酒店呆 28 天，

也就是 56 天，”该公司是一家原始设备制造商和进口商，在过去

25 年中一直依赖中国供应商。张表示：“如果我想去中国和工厂

的决策者进行交流以推动项目进展，我肯定不能等 56 天。”另一

位美国进口商说隔离时长和隔离条件使他不敢前往中国与员工见

面。因此他在几十年间打造的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文化毁于一旦。

他正在争分夺秒地试图安排与第三国的员工会面，以绕开中国的

隔离措施。“如果我可以选择隔离的酒店和食物，那就是另一回

事了。”他说。“但相反，你被关在政府选择的酒店里，吃的是

用塑料包装的食物，冰凉又食之无味，每天都是一样的东西。”

从中国到美国的旅客人数也减少到很低的程度。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的欧伦斯说，尽管美国上个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放宽了

与疫情有关的入境限制，只要求旅客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但重新

进入中国的强制隔离仍然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而且随着航班大幅

减少，任何试图离开中国的人都必须争夺日益稀缺的座位。中国

民用航空局 10 月宣布，至少在 2022 年 4 月之前，进出中国的国

际航班仍将保持疫情前 2.2% 的水平。在高需求的前提下，航空公

司座位供应不足，导致机票价格暴涨。

总部设在美国且拥有中国业务的企业和组织，通过 Zoom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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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虚拟平台度过了疫情以来的 21 个月。但这些平台限制了实现

有效沟通所需的坦率和深度，这种影响在政府官员、学者和商人

等群体上格外明显。人们同时担心可能会存在电子监听的问题。 

这一问题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来说格外严重，该

会议组织前美国政府内阁官员和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双边战略和

经济问题的讨论。欧伦斯表示用户在 Zoom 上不能建立关系，在

虚拟平台上交流会失去会议不被记录、不受监听的非官方性质。

大太平洋工业公司的本 • 张认为，Zoom 这种虚拟平台没有

建立“关系”的能力，这个概念无论是在社会网络还是商业网络中，

对中国企业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张说：“有了关系，你经常会得

到更好的支付条件，更短的交货时间，更好的质量控制和对项目

的更多关注。”张已经将他的一些采购转向东南亚隔离措施相对

不苛刻的地区。

美国商业组织试图说服中国当局放宽隔离措施，但没有成功。

美国驻港商会主席上个月辞职，以抗议该地区为期三周的隔离规

定。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凯文（Ker Gibbs）表示，70% 的上海美

国商会成员报告由于隔离，这些公司很难招聘和留住外籍员工。

季凯文说：“隔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已经询问了中国

当局是否可以考虑允许被隔离人员仅在中央隔离区隔离 2-3 天，

之后在家里或其他经批准的设施中以更舒适的方式进行自我隔

离。”

从流产的商业合同到港口关闭以及供应链中断，零疫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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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可能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对该政策进行反思。

但专家们认为这一反思不太可能很快发生。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

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 • 奥斯特霍姆表示：“世界各国经济

依赖于中国维持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所以各国正在处于观望态势；

如果中国继续零疫情政策，使这些国家依然受到封锁的左右，那

么它们可能会开始考虑是否需要依赖其他的供应链。”

作者：Phelim Kine，2021 年 12 月 7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12/07/us-china-covid-

strategy-523843)

（三）《纽约时报》：台湾、贸易、科技等问题：中（三）《纽约时报》：台湾、贸易、科技等问题：中

美关系的多事之秋美关系的多事之秋

拜登政府声称，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是“21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

治考验”。除了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能更深远地影响世界格局，

也没有任何关系能在如此广泛而重大的问题上引发更严重的紧张

和不信任状况。中美两国在人权和经济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两

个大国在地区和国际上争夺影响力；在科技上你追我赶；在陆地、

外太空和网络空间抢占军事先机。尽管人们常拿冷战时期的美苏

两国与中美关系相比较，但是由于中美互为主要的贸易和商业伙

伴，两国的关系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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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

视频峰会，然而在改善关系方面并未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双方

重申了长期存在的争议，仅就避免竞争升级为更广泛冲突方面达

成共识。仅在三周后，白宫宣布美国将外交抵制明年二月份的北

京冬奥会，尽管并未阻止运动员参赛，但是美国将不会派任何官

方代表参与奥运会，中国对此举甚为不满，宣称会采取反制措施。

澳大利亚也紧随美国之后，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会，其他一些国家

也表示会采取措施。中国官员原本希望通过此次冬奥会展现中国

的国际影响力，如今可能会上演一出好戏。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J• 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称如何处

理中美关系是“21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然而，自 1949

年毛泽东领导中共获得中国政权时起，中国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

就是一大麻烦。1978 年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2013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台，想要恢复中国的全球大国

主导地位。

习近平说过：“西方正在衰落，东方正在崛起。”中美竞争

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以下是竞争的几个主阵地。

1. 人权、自由和体育1. 人权、自由和体育

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反映出美

方对中国涉疆行为深感失望。12 月 6 日，白宫新闻秘书珍 • 普萨

基 (Jen Psaki) 说：“美国不会为北京冬奥会的所谓盛世景象再添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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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断然否认关于新疆问题的指控，并表示其在新疆的政策

是为了遏制宗教极端主义。中国官员称美国关于新疆问题的指控

是“世纪谎言”。

2. 环太平洋主导地位2. 环太平洋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利用其海军和空军力量

在太平洋地区维持秩序，中国不会长期接受这种局面。中国在该

地区增强军事影响，而拜登政府也在寻求扩大美国与澳大利亚、

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同盟关系。中国认为这种行为是严重挑衅，意

在确保美国的“霸权”。可能的主要导火索之一是台湾，中国视

台湾为其领土。习近平决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

中就包括实现对台湾的统一。中国派出越来越多的战机进入台湾

附近空域，可见中国从未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长期以来，

对于美国将在多大程度协防台湾这个问题，美国历任总统一直含

糊其辞。这种“战略模糊”是为了避免激怒中国，同时也是为了

示意台湾领导人，台湾当局不应指望美国的支持而宣布独立。即

便如此，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的团队都加大了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小分队与台湾军方一同训练。十月

份，被问及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时，拜登直言不讳地说 :“是的，

我们承诺过会这样做。”而白宫立即表示，拜登的言论并不代表

美国会改变以往政策。

3. 商业力量3. 商业力量

严格意义上来说，特朗普政府挑起的的中美贸易战正处于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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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状态。中国大力支持国内的钢铁、太阳能电池和计算机芯片等

行业，正是由于这样的经济政策，特朗普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如今拜登团队也继续反对中国的这些经济政策。十月份，美国贸

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 说“这些政策强化了世界经济的零

和状态。”她还补充道，“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是以牺牲美国

的工人利益和经济机会为代价的。”

2018 年开始，中美两国就开始互相加征关税、轮番出台反制

措施，可见两国经济联系之紧密，如果任何一方进一步“脱钩”，

两国经济都将受到很大影响。中国政府宣布了“双循环”战略：

中国经济需要主要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的驱动 , 而出口为辅。中

国官员表示，实施“双循环”战略，中国并不会关闭对外开放的

大门。但如今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氛围浓厚，激发了人们对本

土品牌的兴趣，投资意愿也增强了。对于那些在香港、西藏等热

点问题上不遵从中共路线，或者被视为不尊重中国的外国企业，

中国消费者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因此，好莱坞几乎停止制作带有

中国反派角色的电影。《长津湖》是中国近来最轰动的大片之一，

由政府赞助拍摄，就是为了纪念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巨大

代价而取得的胜利。

4. 高科技优势4. 高科技优势

多年以来，硅谷的互联网巨头大多被中国拒之门外。最近退

出中国市场的企业是微软 (Microsoft) 旗下的领英 (LinkedIn)，今

年十月，因难以满足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该公司中断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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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苹果 (Apple)、特斯拉 (Tesla)、高通 (Qualcomm) 和英

特尔 (Intel) 等美国科技公司依旧在中国经营着许多重要业务，引

发美国政府各种各样的担忧：中国特工正在“窃取”这些公司的

技术和机密；这些公司在中国推出的产品很容易受到网上的的干

预；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则，这些公司会有损公开宣称的所谓价值观。

这是恶性循环。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因此中国更

加意识到，美国可以多么容易地利用经济影响力来限制中国获得

先进技术。今年五月，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科技创新成

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多年来，他一直强调，中国需要“自

力更生”。因此，美国官员更加警惕了，他们担心美国的精尖技

术落入中国手中。如今，美国相关机构对中国科技投资的审查更

加严格。在美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屡遭逮捕，被指控隐瞒与中国政

府的关系，后来司法部撤销了其中的一些指控。

5. 国际话语权5. 国际话语权

中国领导人在各方面都看到了近来美国衰落的迹象：应对

新冠疫情不力、处理种族问题内部分歧严重、阿富汗撤军混乱。

中国谋求在全球事务中争取更大话语权，试图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等西方主导的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成立了中国版

本的“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落后国家发展

提供资金，中国还试图扩大“反制裁联盟”这个松散的组织，该

组织成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国，他们都对西方的欺凌和

干预感到不满。中国官员坚称，美国无需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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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 •

克里 (John Kerry) 说，美国的“重大战略误判”是两国关系恶化

的原因，王毅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表示：

“现在球在美方一边。”

作者：Raymond Zhong,Steven Lee Myers,2021 年 12 月 8 日

翻译：尤茜媛

(https://www.nytimes.com/article/us-china-tensions-explain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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