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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一家快餐店里，来自阿曼的阿里·赛
义德·艾哈曼尼与中国朋友们一起吃晚饭。阿里发
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晚饭结束时，大家径直离
开，居然没有人掏钱付款。“当时还在想，难道在中
国吃饭不用付钱吗？”阿里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用手机已经付过款了！”
如今，让来华外国人感到新奇与向往的，不仅

有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还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互
联网创新。在笔者采访过程中，有外国朋友戏言，
来中国前要先了解三样东西：语言、文化和 App

（手机应用）。

微信和支付宝令人惊叹

阿里是一位商人，正在与中国公司合作项目。
已经在中国生活快半年的他，不仅出门也很少带
现金和信用卡了，而且还迷上了微信抢红包。“手
机扫一下二维码直接付款，超级方便！微信支付和
支付宝真是令人惊叹。”阿里说。

阿里喜欢的在线支付，正成为外媒报道中国
的热点之一。近日，德国《商报》撰文称，在德国，智
能手机不久之后将使现金变得多余。这样的情景
在中国已成为现实。在数字支付领域，中国已经领
先世界。据预测，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或将突
破10万亿元。

来自马来西亚的李祖毅十分喜欢中国文化，尤
其喜欢听中文歌曲，令他着迷的一款App是网易云
音乐。“在网易云音乐上能搜到相当多的中文歌，同
时还能看网友的评论，有些评论真是太有意思了。”
李祖毅说，最令他满意的是这款App的客服，“有什
么问题就直接反馈给他们，他们每次都会认真回
复、解决。其他音乐软件很难做到这样的服务。”

8 月 3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络约车、
网络直播、网络音乐、旅游预订等互联网应用发展
迅猛。

回国后感觉不习惯了

“回国后感觉不习惯了。”这是米其林和阿萨
莫拉共同的感受。

米其林来自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来到中国已3
年。在她的手机里，有好几款外卖 App。“在中国，
我经常用美团和饿了么，里面有各种店铺和菜品，
直接选就行。”米其林说。回国休假，她感觉到没有
外卖软件的不便。“在我们国家，通常都是直接拨
打饭店的电话，由饭店派快递员送过来。虽然速度
不慢，但选择不同饭店里的不同菜品真是一件费
时的事。”

来自阿根廷的阿萨莫拉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交换生。“我使用滴滴打车后，就再不愿意招手打
车了。”阿萨莫拉说。在阿根廷打车软件刚刚兴起，
普及率不高。

李祖毅比米其林和阿萨莫拉要幸运，因为回
国后，他可以继续使用中国的App。

两个月前，李祖毅在湖南长沙参加了一个了
解湘文化的活动，在一次活动上体验了中国的汉
服，就想自己买一套带回国。可是商店里很少有卖
汉服的，中国朋友让他上淘宝看看。“淘宝上买到
了，不贵，还包邮。”李祖毅说。

淘宝的商品可以通过国际物流发往海外，回
国后，李祖毅还经常使用淘宝购物。“我以前在马
来西亚经常去‘易贝’。但我发现，那上面的商品没
有淘宝便宜，之后就上淘宝了。”

从模仿变为被模仿

中国的 App 为什么能够吸引大量外国粉丝？
切利亚是法国一家互联网视频公司的品牌经理，
今年来中国考察后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互联网模
式创新十分领先，中国的角色也逐渐从模仿变为
被模仿。”

活跃在美国硅谷和北京的投资人、NewGen
Capital 创始合伙人张璐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有
自主创新能力了，甚至不少美国公司已经开始
复制中国的模式。“中国先把直播做起来，然后
Facebook直播才发展起来。”张璐说。

来自美国纽约的詹妮，去年冬天到中国旅游
近1个月。她深有感触地说：“虽然纽约的互联网很
发达，但我还是明显感觉到中国互联网的强大，它
居然能让这么多用户同时使用而且保持高速运
行。这样的网络承载力，是我很难想象的。”

外国人感受中国“互联网+”
潘旭涛 张云歌 刘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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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体验手机支付。 （资料照片）

本报长春8月12日电（记者孟海鹰） 记者从吉林
省林业部门获悉，“2016中国珲春虎豹保护国际论坛”
日前在吉林省珲春市举办，中俄就虎豹跨界保护达成
多项共识。

论坛由吉林省林业厅、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联
合主办，来自国家林业局、吉林省林业厅、黑龙江省
林业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际野生生物保护
学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自然保护区以及来自俄罗
斯、印度、泰国的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专家出席。

论坛就中俄虎豹跨界保护达成如下共识：面对中
俄虎豹跨界保护的新形势，加强中俄虎豹保护合作，
完善以往协议条款，建立定期会晤机制，搭建中俄间
合作保护虎豹的平台；在中俄国家和地方层面，组织
专家开展协同攻关，为中俄虎豹跨界保护提供技术支
持；构建完善俄罗斯豹地公园、相关保护区、野生动
物避难所与吉林省、黑龙江省相关保护区跨界保护区
网络。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2日发布消
息称，“十三五”时期，通过帮助
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解决 1000
万人脱贫。

人社部官方网站12日发布了
《关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做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工作的意
见》。意见要求，采取措施使每

个有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贫困劳
动力每年都能接受至少 1 次免费
职业培训。

意见同时提出，引导建档立
卡农村贫困人口积极参保续保，
实现法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医
疗保险全覆盖。强化贫困地区人
事人才支撑服务。力争实现贫困
地区县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平台基本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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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历史

日前，记者随“讲好强军故事”采访
团来到陆军第 12集团军某特战旅“党支
部建设模范红三连”，经过一番采访，了
解到该连之所以“模范”、之所以“红”。

三连是 1927 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
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
上”的连队之一。

1935年秋，三连在长征过草地时，副
连长李玉胜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将掉队
的 28名伤病员收拢起来，成立临时党支
部，带领大家走出雪山草地。从此，“草地
党支部”美名远播。

三连先后走出了王树声、李德生、李
长林等 30位军职以上领导，涌现出杀敌
英雄戴明凤、官宗禄，特等功臣饶禄云、
陈宣达、孙海亭，一等功臣刘二贵、樊士
明等数十位英雄模范。

三连的兵每周要到连史馆重温连
史，官兵们人人熟悉红色传统、人人会讲
红色故事，“草地党支部”精神已深深融
入官兵灵魂血脉。

在三连连史馆里，记者看到一大摞
信，信封上都写着“党支部收”。这些都是
外出集训、探亲休假、生病住院和退伍的
党员自觉遵守思想汇报制度，主动写给
党支部的思想汇报信，有680多封。

1970 年，老连长顾仁志赴坦桑尼亚
担任军事观察员。远在非洲的他，依然坚
持定期给党支部汇报思想，回国转业到

地方后依旧如此，汇报信一写就是 46
年。从他开始，写信的人越来越多。

三连党支部先后两次被表彰为“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次被表彰为“全
军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还被陆军表彰
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严格训练

武艺练不精，愧当三连兵；武艺不拔
尖，难当三连官。

连长潜正，年过 30，但不管什么时
候，他都与战士同样携装、同样训练。
去年，旅里把伞降首跳任务交给三连。
面对这最危险的训练课目之一，潜正
郑重宣布：我第一个跳。

都说女孩爱美，可是在红三连“女子
特战班”班长杨旭娇的左手上，记者清晰
地看到一块伤疤皱巴巴地印在皮肤上，
与靓丽的外表极不协调。

有一次，杨旭娇给大家示范穿越火
障。这是对意志和体能的双重考验，一
些刚从“娇娇女”转型成“特战”的女兵
显得有点不自信，心里发毛。相比之
下，杨旭娇毫不迟疑，一个漂亮的卧
倒，开始匍匐穿越火障。

可就在这时，燃烧的热油忽然从铁
丝网上滴下来，落在杨旭娇手上。旁边的
队员顿时惊叫起来，杨旭娇忍痛过完所
有障碍。训练结束时，她手背上的一大块
皮肤被灼成黑色，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来到医院后，医生心疼地批评杨旭

娇，叮嘱她要注意护理，尽量少留伤疤。
杨旭娇却调皮地一笑：“都说我们特战女
兵是火凤凰，不被火烧一把，咋能变成火
凤凰？”

此后，杨旭娇的名气在整个集团军
传开了，大家夸这个特战女兵有血性。杨
旭娇的特战技能快速提高，被集团军评
为“特战尖兵”“十佳优秀士官”，今年还
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多彩军营

8 月 6 日，一场“互联网+党建”课目
演示在进行，女兵主持落落大方。

跟随讲解，记者们打开手机，扫描二

维码，把“草地党支部”加进朋友圈，参与
问答与投票。尽管记者们平时机不离手，
但这场互动还是引起大家高度的兴趣。

“只有掌握网络主动权，才能掌握舆
论斗争制高点，开放的时代没有封闭的
军营。”这是“草地党支部”对新时期军队
及党建工作的认识。

连指导员缪中介绍，连队中 70%的
官兵都是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0 后”，

“草地党支部”针对这一特点，充分挖掘
官兵的创新想法和互联网开发才能，搭
建了“互联网+党建”网络平台，在微信、
QQ 等社交平台上发起“微投票”“微讨
论”“微调查”“微党课”等党建活动形式。

在这些互联网党建平台上，红三连
官兵通过“你问我答”的微信聊天方式
学习连队的历史，在“学习中国”“党建
网微平台”等微信公众号上学习部队规
章和最新政策精神。以前，官兵家属对
官兵在部队的生活、训练、学习，只是
通过书信和电话了解。在尝试“互联
网+党建”创新手段后，官兵可以用新
形式向家人展示部队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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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 13 所
高校的 60 名学生走进
江苏南京、无锡开展

“ 江 苏 家 国 情 怀 之
旅”，通过参访历史人
文景点、学习传统，
感受家国情怀。

此次活动由香港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未来之星同学会、江
苏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联合主办。

图为香港学生在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哀悼。

田 雯 邵 丹
摄影报道

8 月 12 日，北京中医医院的大夫为亚欧国家传统
医学管理研修班的学员们演示拔罐。据北京中医医院
介绍，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已有 1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医生、学者、管理者来到这里学习中医。

新华社记者 李 文摄

中医拔罐受“洋医生”热捧

“ 红 三 连”里 看 强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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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新疆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乌鲁木齐站正式开通运
营。该站与城际铁路、公交、出租车、长途客运等运输方式实现无缝
对接。图为旅客进入站台准备乘车。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铁路枢纽乌鲁木齐站开通运营

班长杨旭娇为战友讲述连史。 陆 超摄

香港大学生香港大学生
江苏感受家国情怀江苏感受家国情怀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电
（记者江宇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2日表示，中国经济再平
衡将继续推进，未来经济前景有
望保持积极态势。

IMF 当 天 发 布 的 与 中 国 的
“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预计，中国
经济今年有望实现6.6％的增长。

IMF中国研究部主管詹姆斯·
丹尼尔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速令
人赞赏，这也反映出中国决策者
积极推动改革的成果。

IMF 执行董事会表示，中国
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
城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稳定、协调的政策有助于中国实
现成功平稳的经济转型，同时也
有利于世界经济。

IMF 认为，随着社会保障逐

步完善，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平
衡取得进展；随着个人可支配收
入稳步增长，消费有望继续增
长。此外，经济增长从依赖工业
更多转向服务业。

IMF 也指出，中国经济转型
过程可能崎岖不平。中期内，中
国经济面临信贷增长过快并可能
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风险。IMF
建议中国加强对国有企业及地方
政府的预算约束，提高银行抗风
险能力，控制金融系统风险，加
大对消费的支持力度。

IMF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也
意识到企业债务风险问题，但指
出中国储蓄水平仍处于高位，银
行系统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资
本市场进一步改善，这些有利因
素有助于应对企业债务风险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

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据新华社兰州 8 月 12 日电
（记者王衡） 12 日，中国首次环
球飞行进入第六天。记者从前方
团队了解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飞行，环飞团队于北京时间12日
4 时 40 分许飞抵美国阿拉斯加州

府所在地朱诺。
北京时间 12 日 2 时 35 分许，

环飞团队从阿拉斯加港口城市安
克雷奇出发，沿太平洋海岸线上空
飞行，途经海拔近 6000 米的海岸
山脉主峰落根山和亚历山大群岛。

中国环飞团队飞抵阿拉斯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