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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preuve constituée d'une série de six à neuf questions à 
réponse courte portant, au choix du candidat exprimé lors 
de l'inscription au concours, sur le programme de 
la spécialité : « Langue : chinois ». 

Les réponses sont rédigées, permettant ainsi de juger des 
qualités rédactionnelles du candidat. 

Durée : 3 heures ; coefficient 2 

2ème épreuve d'admissibilit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us répondrez en langue chinoise, à l’aide de vos connaissances personnelles et des 
documents joints, à l’ensemble des questions ci-dessous. 

1 – 请解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种说法。(3 points).

2 – 乐玉成提到的美国“退群”指出什么？(3 points).

3 – 请列举乐玉成为回复犯人权批评提出的论点。(3 points).

4 – 请简介“一国两制”这一概念。(4 points).

5 – 乐玉成是否有道理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为什么？(3 points).

6 – 请翻译以下片段：(4 points).

中国国家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我们永远不会允许
台湾独立，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立场坚定不移。我们愿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
前景，同时不承诺放弃其他选项，任何选项都不排除



Vocabulaire 

拜登 : Joe Biden 

安克雷奇 : Anchorage 

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克里 : John Kerry 

特朗普 : Donald Trump 

弗洛伊德 : George Floyd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东突 : Mouvement pour l’indépendance du Turkestan oriental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Texte-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美联社专访实录- 2021-04-18 

2021 年 4 月 16 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美联社大中华区新闻总监森次健（Ken Teizo 
Moritsugu）专访，以下为文字实录： 

森：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美联社的专访。我们都知道，现在对中国和美中关系来说正值关键

时期，我们的观众和我本人都非常期待听到您如何评价 21 世纪的美中关系。 

乐：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如何相处事关重大，必须要处理好这对重要的大国关系。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之间出现一

些积极互动。两国元首除夕通话，互致新春祝福，还长时间讨论了双边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上个月安克雷奇对话虽然开场白有点出乎大家意料，但总体是建设性的、有益的。

双方工作层正就落实对话共识和成果积极开展工作。这说明中美对话总比对抗好，对话可以增

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合作创造条件。如果不对话，一切无从谈起。

美方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并以竞争、合作、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我们对此并不

赞同。美方过于突出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和对抗因素，对合作则轻描淡写，这种做法未免太消极，

缺乏进取精神。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竞争难以避免，但我们主张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

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作为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的两个大国，中美要全力避免对抗，尤

其要避免人为制造对抗。我们还应该尽可能扩大合作，因为双方都能从合作中受益。我们常说，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然，合作应该是平等的、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提要求、拉单子。

英文中“CO”这个前缀是共同的意思，不是单方面想合作就合作，于我有利的就干，于我不利

的就不干。

森：您是否有直接对拜登政府讲的话？拜登政府执政将近 100 天，人们对其执政理念和风格有

了更多了解。您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哪些问题上中美可以开展合作？

乐：今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 50 周年。50 年来，中美关系取得的成就超过任何预言家的想

象，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中美交往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中美虽然社会制度不同，

但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进步。遗憾的是，现在美国国内有一种不良风气，就是

比赛谁对华更强硬，而且把它作为“政治正确”。有些美国人不承认 14 亿中国人民有追求美



好生活的权利，不接受中国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很危险，会把中美关系带入歧

途，把世界引向灾难，此风不可长！我们不能太短视，而要放眼长远，审时度势，牢牢把握和

平、合作的大方向，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中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正进行合作，例如为对方常驻本国的外交人员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作出互惠安排。这两天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正在中国访问，商谈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这些都是积极的、应予鼓励的合作。

森：您提到了克里访问上海，我们都很想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因为会谈都是闭门进行的。您

能否透露他们具体谈了什么内容？气候变化被视为美中可进行合作的领域，但我们也听到拜登

政府有些强硬表态，希望中国在气变问题上做更多。下周美国将主办气候变化峰会，美方希望

中国在气变问题上作出更多承诺，您是否能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乐:中美两国气候问题特使正在上海进行磋商，明天会发布相关消息。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有过密切合作。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曾共同发表有关气候变化的三个联合声明和一个合作

文件，为推动达成《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后来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协定，严重干扰国际社

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现在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回来了，我们表示欢迎。回来了就要留下来，

并要加倍努力弥补过去“退群”造成的损失。我们期待美方在气变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中方已

经收到拜登总统给习近平主席发来的与会邀请，正在积极研究。中方将在会上发出积极的信号、

合作的信号、负责任的信号。因为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你们应该也看到了，中国比过去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老百姓更满意了。同时，我们非常

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去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

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自主贡献目标。这对于一个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很不容易。有些国家要求我们把时限再提前，这不现实。中国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应对

气变方面处于不同阶段，就好比中国还是小学生，美国和有关发达国家已经是中学生了，现在

要求小学生和中学生同时毕业，这是拔苗助长嘛。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大体需要 50 至

60 年，而中国将力争 30 年，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将继续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

全球减排行动作出更大贡献。如果你认真看看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就会发现其中增加的相

关约束性指标突出了碳达峰导向。我们会说到做到，全力争取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森：您提到美方应加强努力，弥补退群造成的伤害，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乐：美国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做，在应对气变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

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真正发挥示范作用，而不是一味指责、甩锅中国。

森：下面我想转到人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中之间分歧很大。我们也听到，拜登政府在涉

及新疆、香港方面有很多声音，美中之间也有很多言论交锋。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处理，美中

将如何弥合分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双边问题的进展？

乐：中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人权问题上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关键

是不能把分歧点变成冲突点，更不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不要在人权问题上好为人师，

当教师爷。人权的内涵很丰富，不同国家、不同族群有不同的人权诉求。对于叙利亚、利比亚

的难民，他们对人权的诉求是要生存，要工作，有饭吃。即使在美国，不同的族群也有不同诉

求。被警察“跪杀”的弗洛伊德的诉求就是要能呼吸，广大非洲裔美国人的诉求是“黑人的命

也是命”，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暴力威胁的美国亚裔的诉求是免于伤害、恐惧和歧视。

人权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具体到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人权实践。就拿抗击疫情来说，国际公认

有效的抗疫做法是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隔离 14 天。但是有的人就是不愿戴口罩，也不



愿保持社交距离，照样聚集聚会，隔离也就象征性的 3 天、5 天。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的理

念，将 1100 万人的城市武汉封了 76 天，当时还有人指责我们违反人权、限制自由，事实证明

我们恰恰是保护了人权。但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做法强加于别的国家。既然有人愿意以生命为

代价，甚至以死亡几万、几十万人的代价来维护其不戴口罩的权利，维护其所谓自由与人权价

值观，那我们也无话可说。回到你刚才的问题，避免因人权分歧影响合作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互

尊重、平等对话、互不干涉。

今年是“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当年美国就是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对叙利亚、利比亚等

国进行干预，被称为“阿拉伯之春”。但是现在十年过去了，“春天”在哪里？看看那里多少

人饥寒交迫，多少人无家可归，战乱使他们失去了可以发展的十年。而那些实施干预的人他们

真的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的人权吗？他们制造的是人权灾难！这个教训很深刻。现在没有人再

说“阿拉伯之春”了，因为结果我们看不到“春天”，有的只是战乱、饥饿和难民。我们不能

让这种悲剧重演。

森：下面问新疆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成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一个很严重的分歧点。去年，美国对

6 家新疆企业实施了制裁，对新疆的棉花和番茄出口也进行了制裁。想问您这些制裁对新疆的

企业和出口有何影响？

乐：问题的关键不是“制裁的影响”，而是“制裁的原因和动机”。美欧一些国家制裁新疆企

业所谓的“理由”就是“强迫劳动”，甚至还说“种族灭绝”。但是，证据在哪里？谁裁定的？

他们的做法是先扣帽子，认定有“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然后发起制裁，然后再向我们提

出要去新疆调查、找证据，这不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吗？

实际上，对于“强迫劳动”，美国人可能更熟悉。因为“强迫劳动”是奴隶制产物，美欧国家

有数百年贩卖、虐待和歧视黑奴的历史。当年的黑奴被强迫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

何权益，也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新疆的劳动者是自由的，他们自愿签订劳动合同，

权益得到保障，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且，在新疆，摘棉花是一个高收入工作，好多人争先

恐后报名参加。更何况新疆全区棉花机播率达到 100％、机采率达到 70％，不可能存在强迫劳

动的现象。近日，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上海代表处发表声明称，按照 BCI 的审核原则，

新疆没有发现一例强迫劳动现象。

被制裁的新疆企业都是合法注册、合规经营，企业员工都对工作非常满意。制裁显然损害了这

些企业的利益，也损害了新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棉花等产品的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他们口口声声说保护新疆的人权，反对“强迫劳动”，但是他们制裁的结果是破

坏了当地人权，并在新疆人为制造“强迫失业”、“强迫贫困”。他们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保

护人权，而是破坏新疆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新疆很多棉农都说，“新疆的棉花是白的，

但是制造谣言、对中国搞制裁的人的心是黑的”。

我这几年也去过新疆，亲眼看到新疆现在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最稳定、最安定的时期，那里

已连续四五年没有发生暴恐袭击案件。当地的百姓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仅 2019 年新疆就接待

中外游客 2 亿多人次。许多企业纷纷到新疆投资。有稳定才有发展，我觉得这是新疆治理的重

大成果。新疆是开放的，我们欢迎大家去看看。近几年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的 1200 多位各界

人士到新疆参访，亲眼见证了新疆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我听说你下周要去

新疆，希望你在那里多走走、多看看，把一个真实的新疆展现给世界。

森：在新疆问题上，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和西方之间信任非常薄弱。美国越来越不信任中国，觉

得中国对信息进行控制。而且似乎联合国也不能无障碍地去新疆参访。刚才您说新疆没有强迫

劳动，但如何让世界相信、让美国相信这些信息是真实的？



乐：美国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因为它心里有鬼，它搞的是有罪推定。中国外交部、新疆自治区

政府已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疆的情况，但是他们都不信。他们信什么呢？他们信个别

反华分子的“伪报告”，他们信几个东突分子“编故事”，他们信一些西方媒体的“假消息”。

假消息害死人。当年，美国凭一袋洗衣粉就入侵伊拉克，用一个摆拍视频就干涉叙利亚，给地

区带来深重灾难。他们不信、不听、不报道真相，这就是人们说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

人”。

新疆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邀请外国记者去。但是有些人不敢去。我们

邀请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访问新疆，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做出决定。怕什么呢？我们欢迎他们到

新疆访问、考察，但是不能来进行所谓的“调查”。就像朋友来家里做客，我们欢迎，但如果

到我家来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要找所谓的“犯罪证据”，我当然不欢迎。你也没有这个资格

来调查，谁给你这个权力？凡是去过新疆的外国朋友，都对我们的治疆政策予以高度评价，这

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我们自信的来源——我们做得好，不怕大家去新疆看。

森：我想问关于香港的问题。最近香港选举法有了一些修订，特别是关于立法会的选举。我们

也听到一些“民主斗士”正在接受庭审。有人认为香港的民主出现倒退。我想请您介绍一下香

港今后的发展前景。我本人也曾经跟一些香港的居民交流，即使是那些不支持上街抗议游行的

人，好像也担心 20 年后的香港会不会变得像中国内地的一座城市。西方的民主和中国共产党

的治港模式之间也有某种角力。未来香港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中国大陆？

乐：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同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就像香港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洋

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香港的治

理遵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别国的法律。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这是改

变不了的。

香港模式就是“一国两制”。香港回归 24 年来，“一国两制”取得巨大成功，但香港一些治

理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和漏洞，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去

年我们颁布了香港国安法，今年修改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制度，不是要改变“一国两制”，而是

要完善“一国两制”，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治久安。20 年后的香港只会更

稳定、更繁荣，人民生活更幸福，不会有别的选择 。

我们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主要是要落实“爱国者治港”这一基本原则。这不是新的要求，

这是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回归前就提出来的，也是基本法所要求的。爱国者治理也是世界通行的

政治伦理和普遍实践，包括美国。一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不效忠、还要搞香港独立的人，

怎么能有资格参与香港治理？我相信美国也不会允许不遵守宪法、不热爱和不效忠自己国家的

人当议员或阁员。那些反中乱港分子不是什么反对派、“民主派”，他们是分裂分子和暴徒，

受到审判是罪有应得。

我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做法得到了广大香港民众的支持。民调显示，超过七成香港居民赞同，

还有 230 多万香港居民联署支持。 

森：我下面想问关于台湾的问题，您也知道拜登派遣了一些前议员和前政府官员，包括一名前

议员和两名前国务院的官员，就是所谓的一个“低级别代表团”访问台湾。而特朗普政府曾派

了现政府官员去台湾。外界分析认为，拜登想要借此既表现对台湾的支持，又不想惹恼中国，

您对此怎么看？

乐：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和退让的空间。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无论是低级别还是高级别。美国不要打“台湾牌”，

这是一张危险的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红线，我们绝不允许“越线”行为。



森：美国有很多人猜测中国可能会比预期更早把台湾重新纳入大陆治下。中方是否有台湾回归

的时间表？

乐：中国国家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我们永远不

会允许台湾独立，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立场坚定不移。我们愿尽最大努力争取和

平统一的前景，同时不承诺放弃其他选项，任何选项都不排除。

森：也就是说在台湾回归方面，中方并没有时间表，当前这个情况可以持续很多年？

乐：这是一个历史进程。

森：下面我想转到南海问题上，这个问题也是存在多年了，而且是有起伏的。最近我们也听到

了菲律宾关于与中国的争议岛屿问题提出了一些抗议，美方也表示了对菲方的支持。我今天主

要想问的并不是针对菲律宾方面，我想问中国和美国的海军或者海警船能否同时在南海存在？

美方在这里的军舰存在了很长时间，中方是否认为美方必须离开南海？

乐：首先，南海距离美国本土有 7000 多英里，但对中国来说是家门口。美国大老远跑到南海

来，而且还开着军舰、战机，带着武器。据统计，过去一年美国向南海派出军机约 4000 架次，

军舰 130 多艘次。美国到南海来干什么？南海这个地方本来风平浪静，偏偏美国在这里不断地

炫耀武力，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南海正常航行与飞越不存在任何问题。至于美国能不能来南

海？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家门口的路通常行人可以来来往往，但是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拿着武

器耀武扬威，秀肌肉，甚至还向你家里窥探张望，长期逗留不走，那就是一种挑衅、一种骚扰、

一种威胁，当然遭到坚决反对。所以关键是在这里干什么，而不是能不能来。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中国正与东盟国家通过外交渠道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希

望美国能够多做有利于地区稳定的事，不要挑衅、挑事，这很容易导致“擦枪走火”，引发不

必要的麻烦。维护海上安全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中美可以就海洋开发与保护等开展合作。

森：但是从美国政府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南海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填海造陆等，美方认为

这是挑衅行为，中方作何回应？

乐：南海岛礁是我们的固有领土，我们在自己的岛礁上修建设施，改善当地条件，便利船只往

来，保障航行安全，这些都是正常的，无可厚非。

森：我想回到比较宏观的问题上。在过去的 10 年、20 年乃至 40 年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实力都有了很大的增长。您如何看待今后中国

外交政策的走向？中国外交的目标是什么？

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人类进步作贡献，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和平发展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已写入中国的宪法。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也给世界带来了更多机遇，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不管中国如何发展变

化，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变，不称霸、不搞扩张、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方针不

会变。我们的确比过去富了、强了，但我们富而不骄、强而不霸。我们不认为国强必霸，但我

们坚信国霸必衰。

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超越谁、取代谁，也不是为了和谁争世界老大，而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

更好的日子，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会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创造更多合

作机会，为世界稳定作出更大贡献，注入更多正能量。



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

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拜登政府说美国将重回多边主义，我们希望美

方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是搞小圈子。多边主义应该是包容、合作，而不是排他、对抗、

分裂。世界上有 190 多个国家，搞“四边机制”、七国集团或十几个国家的同盟，这不是多边

主义。多边主义应是全球性的，包括世界所有国家。面对疫情等一系列严峻挑战，我们要营造

全球合作的大气候，而不是拉帮结派的小圈子。

森：随着世界形势发生变化，今天您愿意跟我们分享新的外交政策或思路的转变吗？

乐：在结束今天的采访前，我想与你分享四点体会和感受：

第一，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看好。我们颁布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绘

制了中国未来 5 年和 15 年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将致力于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更加开放，将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更大的市场选择

和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

第二，关于中国外交，我们主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中很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认为在国际大家庭当中，

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高人一等，高高在上，更不应该把其他国家分成三六

九等，贴上“威权国家”“失败国家”甚至“无赖国家”等各种标签，这都是不允许的，也不

符合主权平等的原则。中国对世界各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我们对他国既不仰视也不俯视，

而是平视。

第三，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拜登政府正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特别是抗击新冠疫情和促进经

济复苏。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没有一个合作的、健康的中美关系是难以想象的。我多次说过，

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更不是敌人，而是美国的抗疫队友和发展伙伴。美国不能把队友当对手。

尤其在当前面临疫情挑战的形势下，中美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共克时艰。

最后还想对你们记者提一点希望。希望你们能够向世界更多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因为我发现一些西方记者不负责任、昧着良心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他们

用“灰黑滤镜”丑化中国、用“移花接木”歪曲中国、用胡编乱造抹黑中国，结果就是误导民

众，毒化舆论，甚至还会把决策者带进沟里，给世界带来灾难。我刚刚提到的伊拉克战争、叙

利亚战争都是教训，不能让悲剧重演。你们应该学习你们的前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他在中国革命异常艰苦的时期，克服困难深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采访，

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红军战士、当地老百姓结下深厚友谊。他的报道向世界展现了

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我希望你们都成为新时代的斯诺，多深入了解中国，把一个真

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展现给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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