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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月10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
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
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
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
交流。

这通电话，是一个月以来
习近平主席同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举行的第11次通话。
加上刚刚出席的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习近平主
席最近一个月也已经以视频
方式出席了3场重要的国际
多边活动。这通电话，也是今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第二次应
约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CNN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特别
强调，是美国主动打来电话。

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
元首外交，始终在拉紧全球合
作的纽带。而合作，无论美国
真心实意还是另有心思，中
国，都淡然处之。

不畏浮云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通话
中，习近平主席提到：中美分
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
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
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
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
之问。

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
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拜登上任之初，国际社会就对
其改善中美关系抱有期待。
作为美国国会派出的第一支
访华代表团成员，早在 1979
年，时任参议员的拜登就首次
来到了中国。他在一次内部
讲话中提到，中国的发展是对
美国有利的。2011年，拜登再
次访问中国。

那次访问之后，拜登在美

媒专门发表过文章：《中国崛
起不是我们的终结》。文章中
写道：“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机
遇，也带来了竞争，美国能够
并将在这种竞争中蓬勃发
展。”

今年除夕，中美元首年内
的第一次通话中，拜登还向中
国人民拜年。权威人士告诉谭
主，那次通话，由美国发起邀
约，时间也是特意挑选在春节。

一开始表示了诚意，但可
惜，行动没有跟上思想。拜登
上任之后，中美关系越走越
远。近几个月来，美国国会有
关中国的法案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多，仅7月一个月，就有
十几个，其中大多建议采取反
对或限制性政策。美国对华
打压、遏制与以往相比有过之
而无不及。

美国与一开始的积极姿
态，背道而驰。国际社会对中
美关系改善的期待，落空了。
究其原因，复旦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主任吴心伯告诉谭主：

“美方对中国作出了重大战略
误判。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
的战略竞争对手，觉得中国做
什么都是在针对美国，都是在
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都是想
要主导国际秩序。”

任凭风浪起。中国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早在年初通
话时，习近平主席就给出了中
美关系“破冰”的关键：中美在
一些问题上会有不同看法，关
键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今年3月18日，中方应邀
到安克雷奇同美方举行中美
高层战略对话。对话前一天，
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再次升级
对中国的所谓制裁。对此，王
毅外长在对话中回击：这不是
正常的待客之道。如果美方
想以此增强所谓对华优势的
话，那完全是打错了算盘，恰

恰暴露了内心的虚弱和无力。
一面说着合作，一面遏制

打压，中国先打破了美国想把
好事占尽，坏事做绝的幻想。
到了7月份，美国副国务卿舍
曼访华，美国沿用小伎俩，在
东南亚国家游走，试图四处拉
拢盟友。中方直接在会谈中
划下红线，提出要求，明确了

“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清
晰表明不接受美国从“实力地
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

再回想美国在之前G7峰
会上用一半的时间讨论中国，
没有什么回应的尴尬场景，中
方也再次打破了美国一边打
压中国，一边给盟友营造自己
可以主导中美关系的幻想。

吴心伯告诉谭主：“中方
的态度很明确，美方的’竞争
合作对抗’框架，行不通。‘两
份清单’和‘三条底线’，是要
给中美互动建立一个新的框
架，只有尊重中方的核心关切
和重大利益，才能谈合作，才
能够广泛竞争。”

时与势，已经在中国一
边。

解铃还须系铃人
大国更应该有大国的样

子。通话中，习近平主席提
到：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
共同难题，中美应该展现大格
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
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
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
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就在这次通话时，美国今
年累计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飓风

“艾达”仍在袭扰，纽约州与新
泽西州也进入紧急状态。阿
富汗撤军，一地鸡毛，也让拜
登支持率跌至上台以来最
低。路透社与益普索的联合
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下降

了七个百分点，只有46%的美
国成年人认可拜登在任时的
表现。

重重危机发出“红色警
报”，美国的对华心态正在出
现微妙的变化。对此，吴心伯
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前倨后
恭。

拜登上任之后，一开始故
意冷淡中国，名义上是说他需
要评估对华政策，但实际上忙
着跟一些盟国打交道，淡化对
华关系。

从5月份，美国就开始坐
不住了，与中国的交流越发频
密。先是美国贸易代表、美国
财政部长等美国经贸团队成
员开始接连与中方通话；7月
份，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主动提
出访华；8月份，王毅外长也两
次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通话。

与交流频率增加并行的，
是美国内政外交的困局逐渐
加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不
久前警告说，仍在对华征收的
关税已伤害了美国消费者。
而美国迟迟没有终止的关税，
正在推高美国的通胀水平。
美国上半年的通胀水平，一度创
下了近13年来的最高纪录。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
彭博社8月还放出消息称，美
国财政部长耶伦正在考虑出
访中国，这可能将是拜登政府
上任以来，中美两国官员首次
举行面对面的经济会谈。

套路，仍然是虚虚实实。
但原来只强调竞争的美国，也
开始不得不相较以前展现理性
务实的态度。这次通话，美国
也再次释放了主动对话合作的
信号。背后原因，习近平主席
在上次与拜登的通话中已经提
到：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
定是一场灾难。这次通话，习
近平主席也重申：中美对抗，两

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最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还专门发
表了一篇文章：《中美关系新
变化：竞争加剧，依存加深》。
结论很明确，尽管美国在强化
与中国的竞争导向，但对中国
的依赖正在逐渐加深。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
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
好的必答题。但，解铃还需系
铃人。正如王毅外长在会见美
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时所
说：现在球在美方一边。

现在正在逐步失去全球
信誉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如果
是真心想合作，只能先放下

“身段”，面对现实，与中方开
展开放性对话。随意贴标签，
妄图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不可
能，也不现实。中国，只会走
自己的路。

己欲立而立人
这次中美元首通话，谈及

的内容很广，包括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这些议题，
习近平主席在元首外交中频
繁提及。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已
经先后以视频方式出席10余
场重要的国际多边、双边活
动。这是大国外交的自信，更
是立己达人的胸怀。

就在这次通话前的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年内中国将
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一
亿剂疫苗。刚刚召开的阿富
汗邻国外长会，王毅外长也宣
布，中方决定紧急向阿富汗提
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
越冬物资、疫苗和药品。

疫情，没有阻隔中国合作
的脚步，相反，世界比任何时
候都更加明白命运与共的深
刻内涵。本次通话中：习近平

主席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
等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坚
持生态优先、走绿色低碳的发
展道路，一直积极主动承担同
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早在去年，中国就已经给
出了绿色贡献的细化时间
表。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
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力争
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
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
全球碳排放强度降幅最大的
国家，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
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
和。绿色发展，中国的贡献不
可谓不大，更重要的是，中国
有自己的节奏。

9月 3日，美国总统气候
问题特使克里结束了年内第
二次访华行程。再一次就气
候问题与中方交流，值得注意
的是，这次中美双方并没有达
成联合声明。背后的原因，吴
心伯给谭主做了解释：“气候
问题上，中国是以《巴黎协定》
为原则，而不是以美国要求为
原则，所以，如果美方就气候
变化问题给中国提出要求，中
国自然不会理睬。”

合作，可以商量着来，但
绝不是颐指气使。中美能开
展气候合作的前提，习近平主
席在通话中也说得很清楚：在
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
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
可以继续接触对话。

美国一直希望气候变化
合作能成为中美关系的“绿
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
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换句话说，中美气变合作不可
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待解
的“世纪之问”和必答题，中国
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方案。美
国怎么答，中国静观其变。

“世纪之问”中美如何解答，习近平给出了答案

他源于内心设计的舞蹈
动作将身体的柔韧性发挥到
极致，常令观众叹为观止。创
作于 1987 年的双面舞（Tari
Dwimuka）是他的代表作。在
该舞蹈中，舞者头戴面具，身
着双面连衣裙，正脸朝后。因

为面具和双面
服装的使用，舞
者仿佛始终面
朝观众，但事实
并 非 如 此 。
1992年，迪迪克
曾两次表演该
作品，一次是在
9月份，为欢迎
参加雅加达不

结盟运动高峰会议（Konfer-
ensi Tingkat Tinggi, KTT）的来
宾们；另一次是10月份，为庆
祝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
亚（Sultan Hassanal Bolkiah）登
基25周年，在东盟各国首脑
前进行表演。一年后，迪迪克

还在一次外交活动中，为日本
首相宫泽喜一（Kiichi Miyaza-
wa）、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Helmut Kohl）、新加坡总理吴
作栋（Goh Chok Tong）献艺。
同样，他的作品也受到国内人
士的称赞。据说，苏哈托总统
（Presiden Soeharto）和婷夫人
（Ibu Tien）即使已经看过两三次
双面舞，再看时还会捧腹大笑
（Janarto, 2005:110-111,114）。

作为跨性别舞者，迪迪克
还经常表演五面舞（Tari Pan-
camuka），舞蹈中他一人分饰
五角：印尼人、日本人、印度
人、中国人和喜剧小丑。他瞬
间切换角色的表演，赢得观众

们的热烈喝彩。
迪迪克的创作源泉并不

为国界所限。他早已对日本
的能剧（Noh Drama）赞叹不
已。2000年，他获得了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关于能剧和舞
踊（Nihon Buyo，日本传统舞
蹈）的奖学金，这给了他钻研
学习的机会。在学习能剧期
间，他得到理查德·埃默特教
授（Prof. Richard Emmert）和大
村正彦（Sadamu Omura）两位
顶级专家的指导。能剧中的
舞蹈常包含面具和扇子的元
素。此外，能剧中有一支名为
羽衣（Hagoromo）的舞蹈，讲述
的是一位叫白龙（Hakuryo）的

垂钓者拿走了一位在河里洗澡
的仙女衣袍的故事。这个剧情
让迪迪克想起了关于佐哥·达
鲁（Joko Tarub）的爪哇传说。
与此同时，为了深入研究舞踊，
迪迪克向高卓正淑（Gojo Ma-
sanosuke）老师请教。高卓正淑
老师还专门传授了他在歌舞伎
（Kabuki）中由男扮女装的女形
舞（Onnagata）。

一回到国内，迪迪克就迫
不及待地在舞蹈贝达亚（Tari
Bedhaya）中，将佐哥·达鲁的
传说和羽衣的故事结合起
来。在创作过程中，他遇到了
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诸多困难，
但最终还是成功地创作出了

《贝 达 亚 羽 衣 舞》（Bedhaya
Hagoromo， Janarto, 2001:
182-184）。2001年11月5日，
舞蹈首演在日惹举行并取得
成功。与他一同参演的日本
老师理查德·埃默特表示，为
他昔日的学生感到自豪。《雅
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
也评论道，《贝达亚羽衣舞》证
明了迪迪克是一位认真严肃
的舞者（Ardiansyah, 2001）。

为了庆祝 60 岁的生日，
2014年12月4日至6日，迪迪
克举行了主题为“重生”的舞
蹈演出。各类舞蹈艺术形式
在舞台上呈现，从鲁德鲁克戏
（Iudruk）、查邦舞（Jaipong）、古
典舞蹈等传统艺术，到来自各
国的现代舞蹈。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郭 俊 安（DIDIK NINI THOWOK）跳
贝斯卡兰舞（BESKALAN）

舞蹈艺术大师迪迪克·尼尼·托沃克（郭俊安）（3）

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近一个月来，总统府办公
厅主任穆尔多果与“印尼贪污
调查”（ICW）之间的论战引人
注目。双方均分别在媒体前
发表了各自的立场与论点，代
表双方的律师也受邀在电视
政谈节目中进行了数次激烈
的辩论，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关
注，也招来了观点迥异的各类
意见。

这场风波源自 ICW观察
员于7月22日公布的一份调
查报告，揭示穆尔多果与产销
伊维菌素（Ivermectin）的哈尔
森公司（PT Harsen Laborato-
ries）高层关系密切，但所谓

“调查”只是根据搜索几家企
业的资料归纳出来的。譬如
说，哈尔森公司高管SK女士
与穆尔多果的女儿同为诺尔
派（PT Noorpay Perkasa）的股
东人，而SK也在该公司任经
理之职。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印尼贪污调查”认为，诺尔派
公司被怀疑（ditengarai）曾经
与穆尔多果督导下的“印尼农
民合作会”（HKTI）有过数次
业务交易。仅仅根据这些蛛
丝马迹，ICW就“推测”穆尔多
果与SK有着商业合作方面的
关系，进而做出了离谱的“报
告”。

穆尔多果不能接受 ICW
凭空想象的指控，认为是玷污
了自己的声誉，限时ICW必须
撤回对他本人的无端指责。
总统府办公厅律师欧多（Otto
Hasibuan）表明，ICW 方面固
执地不愿聆听穆尔多果的辩
解，而相关的调查完全没有根
据。“他们从未给予诚实的答
复。”

《点滴新闻》（Detik.New）
于9日报道，穆尔多果（Moel-
doko）针对非政府组织ICW发
表关于他涉及伊维菌素及白
米出入口事务的不实指责，决
定于10日午后2点亲自到警
察总局提告。其律师欧多表
明，“因ICW竟然指控穆尔多

果在搞猎租（berburu rente）逐
利。”穆尔多果于8月 6至 20
日先后3次对 ICW的无据言
论发出传票，要求其观察员
EP做出澄清并正式就该事道
歉。ICW虽说明有误传的信
息，但并没有悔过的善意，顽
固地拒绝承认其错误的结
论。穆尔多果于 31 日就提
醒，准备将这起事端依据刑事
法律由警方调查。

穆尔多果认为 ICW人员
EP对他的指控十分严重，“所
谓‘猎租者’被定义为利用职
权图私利的人，对我而言是极
大的污辱，必须作出明确的回
复和改正。”他对 EP 深表不
齿，“如此鲁莽的行为，若
听之任之将到处为害，没有
确 凿 的 证据，以主观‘想当
然’的简单逻辑，却胆敢进行
人格的摧残，这怎么说得过
去？”EP必须道歉、澄清、撤销
言论。

《时代网》报道，穆尔多果
到警察局提告后，对记者说：

“我作为守法的公民，今天向

EP及MC提出控告，因为他们
玷污了我的声誉。”他表明已
给予 ICW 观察员进行民事
调解的时间，希望他们道
歉、澄清。“但时至今天，我
坦诚的好意却得不到对等
的回应。”

律师欧多声明，穆尔多果
有收到ICW回答传票（Soma-
si）的三封复信，但他认为ICW
一来不能证实或澄清对穆尔
多果的指控，也没有说明或撤
回在伊维菌素及白米出入口
事务中关于“猎租者”的指
责。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些
堆砌的论调。欧多在视频辩
论时反问ICW律师：“我若只
根据‘信息’就指责ICW收了
利益集团的钱而攻讦政府，你
会有何感受？”

《罗盘网》（KOMPAS.com）
于 10日报道，印尼贪污调查
表示尊重穆尔多果对ICW两
位观察员所采取的法律步骤，
以涉嫌毁誉的罪名告到警察
刑侦厅。不过，ICW观察员库
尔尼亚（Kurnia Ramadhana）希

望穆尔多果明了，身为掌权的
在职高官，他的行为时刻受到
广大民众的注视。库尔尼亚
辩称ICW自始至终都没有指
控穆尔多果在伊维菌素事件
图谋私利，因为无论在其官网
或记者会上，ICW总强调是迹
象及猜测。“如果双方有争议，
尤其是当官的对相关报告有
异议时，应该提出有力的驳斥
及证据，而非采取简单的法律
途径。”

面对穆尔多果依据2016
年第19号宪法第45与27条，
关于电子资讯 ITE 2008年第
11 号宪法，以及诽谤罪的提
控，库尔尼亚表示ICW已准备
数位律师应对警察刑侦单位
的各项调查程序，她也希望这
次事件不会让民间组织在监
督政府官员的行政措施时感
到畏缩不前。“公众监督必须
继续执行，以避免渎职、贪污、
串谋及裙带关系的滋生，而损
及广大民众的利益。”看来，
ICW仍企图以“民意批评”为
面具，掩饰其“抹黑政府”的意

图。
无独有偶，非政府组织

“失踪及受害者委员会”（Kon-
traS）在哈里斯（Haris Azhar）
名下的Youtube帐号发布“在
经济关系及Intan Jaya军事行
动背后有主人卢胡特（Lord
Luhut）！情报局（BIN）将领也
在其中！”的论述。卢胡特
（Luhut B.Pandjaitan）统筹部长
在发出传票并静候民事调解
后，却得不到善意的回应，据
说也正考虑将KontraS告到刑
侦处。

对于两位退休将领的政
府官员为维护名誉而采取的
法律行为，网上一片叫好！民
众也对一些“非政府组织”对
特定阶层或团体的丑闻三缄
其口，对亲政府阵营的小事却
穷追猛打的现象深表疑虑；这
些高举“民主”的非政府组织
真的公正廉明吗？真的为民
谋利吗？

众所周知，美国有些臭名
昭著的非政府组织（NGO），背
后是美国情报机构撑腰、操
纵，在世界各地对合法政府进
行渗透、颠覆活动。但愿本国
的非政府组织不是它们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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