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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的关于我国

外交的一些基本知识 !

都是从课本上学到的 !

而且也熟记在心" 比如

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是# 维护我国的独立和

主权! 促进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基本立场!外交

宗旨等这些基本知识可

能当时由于应试的原因

吧! 只是单纯的记忆而

已! 理解领悟的似乎不

够深刻! 实践起来更是

困难! 感觉外交离我们

很遥远! 外交是由外交

官来做的! 是不管我们

的事的" 但听了李肇星

部长的讲演! 我逐渐转

变了这种看法! 使我对

外交有了一种新的更深

刻的理解"

外交应该是全民外

交!对外交流日益频繁!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

国门!他们不仅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祖国!代

表着每一个中国人"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用在外交上很合适!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使一

个人喜欢上一个国家! 当然也可能会使一个

人厌恶一个国家" 那位因在公共场合抽烟被

罚
!$&&

美元的老乡! 在外国人面前是显摆

了! 旧中国被列强欺压凌辱的局面一去不复

返了!而我们这样做值得自豪吗" 正像李部长

说的!这样做不好!没有给祖国争光反而给祖

国丢人了" 提高祖国威信!这种方式只能适得

其反" 那位罚款者!可能会因这更瞧不起中国

人" 外交不是只关乎外交官员的事情!更应该

全民参与到这一盛事中!外交无小事!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地开创外交事业的新局面"

心中装着祖国! 在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

失方向" 祖国利益至上!外交政策是由国家利

益决定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

益" 在几十年外交生涯中!李部长结交了许多

国际政要!他们有的身居要职!私交很好!但

只要涉及国家利益!他们都会据理力争!毫不

妥协" 也只是各自都爱自己的国家!让他们彼

此敬重"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要时刻维护祖

国的利益 !没有国 !哪有家 !没有家 !哪有个

人" 就是死了!灵魂也不能安息" 当政府派代表去

参加!悼念远赴法国参战的中国劳工!让他们在死

后几十年获得了尊严"当一位涉外企业家!拒绝同

恶意损害祖国利益的他国往来时! 很多下属都不

可思议! 这时他说到! 不把我们祖国当回事的国

家!我们在这挣更多的钱有意义吗$我想这位企业

家是有爱国之心的"

旧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外交的! 巴黎和会

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

本" 中国是战胜国!还要受到这种屈辱!本是

一次和平的国际会议! 变成了列强重新瓜分

世界的分赃会议!最后交涉无果!外交人员拒

绝在合约上签字" 什么是外交!巴黎和会上中

国的待遇!不知这算不算是外交" 中国的外交

官员尽了最大的努力! 也在会上感动了很多

人!但最后还是把德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只有祖国强大了! 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立

足" 祖国的强大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的参与到外交工作中!但

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外交"

外交是不是一种艺术! 如何做好外交工

作!需要长篇巨幅来阐述" 在李部长的一个个

生动幽默的故事中!给了我们很好的解答" 对

于个人来说! 心中装着祖国! 以主人翁的姿

态!记住!外交不是一部分人的战斗!需要你

我共同参与进去"

其实!外交离我们不远%

上师大研究生 田崇林

新七年之约
!

文汇报记者 李念!文汇讲堂工作室主编"

!在时间的天平上"有些岁月很短"

有些分秒很长# $

!!!苏联诗人马尔夏克

#!

日那天上午!秘书约了我去见李

肇星部长"我在大堂等秘书时!隔着明亮

的落地玻璃! 看到马路上一个熟悉的身

影!&这不是李外长吗$ '我眼前一亮" 真

的是他!穿着白衬衫!若有所思地在独自

散步"第二天的文汇讲堂上!他讲到自己

爱遵循孔子之训())&每事问'! 讲到了

他问上海街头的退休工人! 上海有什么

好$ 就是前一天散步的收获" 那天见面

时!除了听他说各国语言外!他学了一句

话给我们听!&我问街头的人! 这里有新

华书店吗$那人指着不远处说!书报亭在

那边"'李部长的评价是!&上海人就像外

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

)))这就是李肇星" 随时问个为什

么!随时以外交人的专业心看平凡事"

#'

日的文汇讲堂上! 他顺口说了一句!

昨天看华东师大领导送来的*大夏论坛+

汇编!一直看到凌晨两点!体悟颇多, 其

实!

(

月底为同事争取在上海的采访前!

我也送了我们文汇讲堂的新书)))*全

球风景中的中国+!后来他也提到翻看那

本书一直到凌晨
#

点" &我看书很快!爱

挑着看!别人送我的书都看!差不多平均

一天一本" '从他对马丁-雅克和弗朗斯

西-福山等外国学者提出的&老大老二之

争'观点的反馈来看!此话不假"

)))这就是李肇星" 张口就能报出

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这和随处学!深度

学的刻苦分不开"

今年中秋节前! 我隔着海峡电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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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嘉宾.台湾知名人士钱复先生

/

(

月
+,

日做客文汇讲堂0!我问钱复先

生最近在看什么书!他说!李肇星部长的

*说不尽的外交+" 而我刚刚看完钱复先

生上下两卷近千页的繁体竖版本回忆

录"那天讲堂结束后!我提请钱复先生赠

书给文汇讲堂重要的嘉宾!他同意了"所

以!

+!

日那天! 我带着钱复先生赠送给

李肇星部长的签名书 /我自己至今未得

真书! 但更珍藏从网络上打印下来的被

我做满笔记的重达几公斤的影印件0"李

部长颇意外! 他拿起自己手头唯一的一

本诗集*远行路上+/刚刚出版0!写下&钱

复先生斧正 祖国万岁% '"这本书不久将

会交到钱复先生手中"

我想钱复先生会格外喜爱这本诗

集" 因他的人生阅历! 应该读出更多感

慨" 我这几天翻阅后!也是由衷地喜爱"

我几乎读过李肇星所有的书 !*青春中

国+是他第一本诗集"而这本是他在新世

纪后诗作的集纳! 也就是他花甲之后的

创作"阅读的秘笈在于诗后的注解"我翻

看 *死海自嘲+.*哭墙不哭+.*中东的有

趣数字+! 发现李肇星部长是
!"",

年
,

月出访以色列的! 而我是在那年
$

月底

到
,

月!在海法学习了
!$

天" 双休日主

办方也组织我们去游览"*中东的有趣数

字+里&共有一块土地
-

同敬一尊神
-

马厩

里小男孩可爱纯真
-

创三大教派
-

打四场

大战
-

谈五大双边'! 一下子把我的记忆

拉回到耶稣出生的那个马厩! 和戈兰高

地的茫茫荒野上" 李部长所有的诗作都

是在路途中写就! 就这样走了
#*'

个国

家"这样的诗作!恐怕不是我们这些中文

系科班出生的文学评论者仅以文学和美

学价值来衡量的"

)))这就是李肇星" 将生命与外交

和祖国尊严.人民利益水乳交融的赤诚"

我想起诗集里摘引的大学生的读后感

&读李爷爷的书可发现!天与地相距并不

太远 ! 远的是从自己的头至自己的

脚)))头负责梦想!脚负责走路11'

,&

年外交生涯的脚踏实地铸就的诗作"

所以! 当这样一位资深外交官来做

客文汇讲堂时! 我们该期待他有怎样的

表述呢$ 你又能从他的风格中读出什么

呢$如果你敬重他!又用何种方式去表达

呢$

当他读到我在当期小报上写就的

*七年的等待+小文时!&委屈地'和我说!

&我有那么坏吗$七年都没有同意$'我和

他的秘书相视无言!后来都哈哈大笑"我

说的当然是实话"不过接下来的话!是皆

大欢喜的!&好!我答应!七年之后!一定

再来" '这句话在
%

月
#'

日文汇讲堂开

讲前的亮相前! 李肇星部长又郑重地向

我这个讲堂负责人承诺了一遍"

那该是
!&!#

年"

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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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汇讲堂听众回访

编者按#

!

月
"#

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前

外交部长李肇星做客第
$!

期文汇讲堂"主

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讲座结束后"文汇

讲堂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访#

回访问题#对话嘉宾冯绍雷指出"乌

克兰爆危机#苏格兰要独立"年来事态纷

繁"世界或将面临新的变化$ 您对%重新

阐释世界秩序&及%保持均衡格局&的说

法怎么看' 您认为中国的外交立场又该

处于何种位置'

高飞!复旦大学学生"#世界秩序不

会一成不变!金砖崛起.东升西落之兆已

见端倪" 大西洋时代或许正向太平洋时

代缓慢转变!过程无可避免!只能坦然应

对"而习主席当选后!本届政府对外更加

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可明显看出!从海

上丝路到俄)非)拉美之行! 我国外交

的新战略布局纵横捭阖!令人十分期待"

孙汝涛!国企员工"#在国家利益为

先的前提下!权衡态势!保持大局稳定!

正是中国外交应有的立场"

李后立!华师大研究生"#恐怖主义.

经济危机的确动摇着原有的世界秩序"

就中国而言!&办好自己的事儿! 搞好周

边外交'!可也"

回访问题# 李肇星在演讲中强调了

爱国#爱民#和平发展的关键词( 您是怎

样理解%外交为国#外交为民&的'您又是

怎样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

卢润霞!环境工程公司员工"#中国

正走向和平发展的复兴之路!&把中国故

事讲好'!即在保持原则.坚守理念的同

时!与周边合作互惠!友好相处!传递积

极.正能量的信号"中国现在维护世界和

平!援助非洲兄弟!保护海外公民利益!

种种行动都体现了 &外交为国. 外交为

民'的思想!也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

等于讲好了故事"

孙崇理!管理工作者"#爱国.爱民也

要讲究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把

中国故事讲好2不要只搞形式!只用大道

理扣帽子, 比如媒体朋友们有时不必过

于激进!&捆绑'意见!因为那样容易给别

人留下狭隘民族主义的印象!过犹不及,

回访问题# 两位嘉宾在对话中肯定

了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而传统文化热

在最近几年确实掀起了一轮高潮" 那么

它在推动公共外交方面能发挥什么作

用' 而除了孔子学院#中国功夫之外"在

进行有效文化输出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

做到更好'

史晓丽!网络科技公司员工"#海外

孔子学院的建立. 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播

放等等都助推了我国的公共外交! 架沟

通桥梁于两种文明, 我觉得不妨以更易

为西方人接受的概念诠释中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 即先传播相对通俗有趣的大众

文化内容!然后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让

他们从根本上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而

非三分钟热度,

孙汝涛 !国企员工 " # &孔孟 ' .

&武术'. &美食' 似乎成了中国名片的

三大 &必杀技'! 但我们做得不够的地

方在于! 没有把更现代化的中国形象有

力传播出去! 致使不少外国朋友对中国

仍只有一个 &古老. 神秘. 模糊' 的泛

泛印象 , 建议趁着这一轮 &汉语热 '!

在相应教材中植入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强

势文化输出! 引导西方人接触到真正的

中国,

主讲嘉宾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故事让

现场听众听得欲罢不能

对话嘉宾冯绍雷教授与李肇星一起探讨%当前国际政治是否面临重大格局

变迁&等问题

现场气氛火爆"连过道里都坐满了听众 听众朋友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提问 来自华师大的同学获得了最佳提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