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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震撼了世界

天刚亮，15岁的朱云平起床，简单吃过早饭，穿上
草鞋，腰里别上砍刀，肩上扛起一条担子和两条绳子。7
点多，和村里的小伙伴结伴去很远的山上砍柴。下午一
两点，他才挑着两捆柴回家。他和哥哥需要保证家里烧
饭的柴火。这是他的周末生活。

周日下午，他从家里扛着一个星期的粮食，有白
米、红薯、梅干菜等，步行 15公里到区中学。同学大都
来自农村，五六十个孩子挤在宿舍的高低铺。每人一个
蚊帐，一个开水瓶，一个铝制饭盒。周五下午放学后，
所有人再步行回家。

那一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年份。那一年，
正是1978年。朱云平高二。

40年后，砍柴娃已经成为颇成功的华商，还进入匈
牙利政府机构担任了公职。

朱云平的人生经历了华丽蜕变，而在他眼中，家乡
的变化则是“天翻地覆”。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青田县祯埠村。记忆中，连成
一片的低矮潮湿的小瓦房，现在变成了三四层明亮通透
的钢筋混凝土洋房；坑洼不平的小石子路，现在变成了
平整干净的水泥路；进出村庄靠小渡船，现在架了大桥
通了公路。”朱云平觉得，村里最大的变化是人，“原
来，村里的人就是早起晚归，在田间辛勤劳作。现在，
青壮年都出国创业或是外出务工，老人就到活动中心搓
搓麻将聊聊天，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险，日子安静又安
心。”

朱云平笑言，如果当年能想到国内有这么大的变
化，或许就不会出国了。

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成就，不仅让朱云平这样的海
外游子感慨良多，也大大震撼了世界。

德国 《时代周刊》 刊登 《更高，更远，更快，中
国》 一文称，邓小平为中国经济奇迹奠定基础已经过去
40年了，他允许中国农民自主生产，在南方沿海设立了
经济特区，也让外国人在那里投资。这很快带来了成果
——40年后的今天，数亿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村庄变
成现代化的城市，配备高科技的火车在大都市之间穿
行，中国的经济繁荣有很多方面让人难以置信。

数字最能令人信服。奥地利 《趋势》 杂志网站近日
刊登题为 《中国：龙的世纪》 的文章称，1978年改革开
放后，迎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崛起。改革开放 40
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约 9.5%，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7年，中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

“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经济学家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这样描述这一“中国奇迹”。

速度：惊艳了世界

从莫斯科坐飞机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高铁到南京，
这是俄罗斯华侨吴昊最近几年每次回家的必选路线。

“从北京到南京，坐高铁只需 4 个半小时，如果是
‘复兴号’，3个半小时就能到。”吴昊记得，25年前第一
次远赴海外，从南京到北京，他坐了整整一夜的绿皮火

车，又坐了整整 7 天的火车，到了遥远的莫斯科。“那
时，我完全不敢想象今天的速度。”

吴昊至今难忘第一次回国坐高铁时的新奇与感慨。
“坐在舒适宽敞的车内，望着窗外极速闪过的风景，我想
到 1978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就
曾乘坐新干线列车，感叹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速度。”

此后，每一次回国，吴昊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
在变，而且在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变化。这种巨变的速度
就像中国的高铁，呼啸向前。

7年前，吴昊发现，伴随着京沪高铁投入运行，家乡
新建了一座崭新的南京南站，整栋建筑气势恢宏，成为
当时“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再后来，他发现网上购票，
刷证进站，乘坐高铁更加方便。速度快了，车次多了，
环境美了，每次坐着高铁离家越来越近，一份自豪感都
会从吴昊心底油然而生。

前不久，吴昊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乘坐高铁前往天津。普京直言坐火车有种浪漫
的感觉，此前他还称，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能够建成莫斯
科和喀山之间的高铁。

“这让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特别骄傲。现在，海外都知
道，高铁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未来，中国的高铁
一定会在更多的国家落地开花。”吴昊说。

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惊艳了世界。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前开通了国内首条高铁线路——京津城际高铁。到
2016 年底，中国已投入 2.4 万亿元人民币建成总里程达
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如今，中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主要城市绝大多数都已通高铁。

更重要的是，高铁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张亮丽的
“中国名片”，成为“中国速度”的最好代言人。新加坡
《海峡时报》称，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成为中
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政府正在
促进铁路技术和高铁列车的出口，以提高全球竞争力和
影响力。如今，中国的高速列车已经销往全球102个国家
和地区，2016年签署了高达180亿美元的高铁相关协议，
比2015年增长了40%。

消费：激活了世界

2018 年的夏季，洋溢着世界杯的火热。激情四射的
比赛现场，中国元素十足吸睛。看台上，中国球迷是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

李树林，江苏省扬州市杨寿镇农民球迷协会会长，
花费2万多元人民币，在俄罗斯现场享受世界杯的精彩。
他一点也不孤单。国际足联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球迷购买的本届世界杯门票数超过了4万张，在所有的国
家当中排行第九。而且，世界杯期间预计有 10万中国游
客赴俄旅游、观赛，在各国入境游客中排名前三甲，预
计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英国伦敦街头，王耀身着一袭
亮眼红裙，正与家人安静地享受英式下午茶，朋友圈晒
出的茶叶和糖果令人眼前一亮。这一次，王耀和家人一
起在英国度假，前后 16天，爱丁堡、考文特花园、伦敦
桥、白金汉宫……她们悠闲地放松自己。

“最近几年，每年我都会出国度假两次，已经成为一
种习惯。”看看景色、吃吃美食、发发呆，王耀很享受这
种生活。“当然，购物也是旅行的一部分，每次旅行的费
用与购物的费用基本可以达到 1:1。现在国外购物很方
便，有中文导购，能用支付宝微信。这次在哈罗斯退税

时，钱可以直接退到‘花呗’，真的很方便。”
类似的中国人境外消费故事，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上演。这与40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
“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是十六七年前了，那时候出国的

中国人还比较少，不像现在，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华人面
孔。更早一些，在国内想买外国货还只能去专门的商
店，而且需要用外汇券。”王耀说。

如今，中国游客旺盛的购买力令世界刮目相看。根
据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游客总数量估
计达到 13.22 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游大概为 1.3 亿多人
次，占全球游客总数的10%。更重要的是，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花了 1152.9 亿美元，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
源国的位置。《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预计，2018年出境
旅游花费将达1202.5亿美元。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
疲弱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意义重大。根据西
窗科技联合尼尔森的最新调研结果，2017年中国跨境进
口零售电商交易规模达1.5万亿元人民币，具有跨境电商
购物经验人群占电商购物人群比由 2016 年的 34%增长至
2017 年的 67%。数据显示，中国的消费者终端消费占
GDP 的比重达 63.4%。家庭消费出现迅猛增长，增至 4.5
万亿美元。零售销售以年均10%的增长率稳步上升。

正如彭博社报道所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从
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全球超市”。现在中国人是以
自己的购买力，成为全球经济的顶梁柱。

减贫：温暖了世界

摇晃的17条藤梯变成了牢固的2556级钢梯，运送药
品上下山有了无人机，多年与世隔绝的村民开起了农家
乐，村里有了4G信号后年轻人成了“网红”……一篇有
关“悬崖村”近况的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也让曾经
为它揪心的人们舒了一口气。

“悬崖村”实际名为阿土勒尔村，位于四川大凉山腹
地，坐落在海拔 600 多米至 2000 多米的山坳中。过去，
村民出村进村，需要攀爬落差达800米的悬崖，用木头和
藤条编成的藤梯，成为生活在此的彝族同胞与外界保持
联系的唯一快捷通道。险阻山路，闭塞交通，残酷地挡
住了“悬崖村”的“致富路”。

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为了啃下这块硬骨
头，扶贫资金、扶贫干部、扶贫理念源源不断地输向这里。

渐渐的，通往村子的路上搭起了钢梯，学校扩建成
可以容纳 400人的全寄宿制村小，互联网也接入了村庄，
让村民与世界有了沟通的新渠道。2017年初，村里迎来
了驻村扶贫干部，他们立下脱贫军令状，开展精准脱
贫，开始了发展产业、搞合作社、入股分红等一系列新
尝试，不仅为“悬崖村”“输血”，更要为它“造血”。

脱贫攻坚，不落下一个民族，不落下一户人家。“悬
崖村”成为了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新样本。接下来，当地
政府还要花大成本，在“悬崖村”修建悬空栈道、悬崖
天路、天村酒店等设施，发展乡村旅游，吸引游客前
来。那时，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凭努力过上红红火火的
日子。这样望得见的好未来，让村民们都充满了干劲。

这只是中国无数个脱贫故事中的一个。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解决了 13 亿多人民的温饱问

题，减少了近8亿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
以上。特别是近五年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68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2012年
的10.2%下降到2017年底的3.1%以下。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
治疗。下“绣花”功夫落实扶贫政策、脱贫措施。中国
的扶贫经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同。

新加坡 《海峡时报》 网站报道称，中国的脱贫人数
占全世界总数的3/4。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则强调，
现在，中国的脱贫速度几乎没有减慢：5年前中国还有1亿
贫困人口，今天还剩不到4000万。如今，中国正努力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世界银行行长金
镛如此评说中国的脱贫成绩。创新脱贫方式——联合国
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视中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
习榜样。

环保：美丽了世界

“有山、有水、有田，有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
还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这是美国《拉斯维加斯时报》总
编辑王菁野向往的生活。

5月底，她和一群海外华文媒体人前往浙江采风。他
们惊讶地发现，这样的美好生活在浙江已经成为现实。

走在富阳东梓关村，青石铺成的路面一尘不染。两
侧民宅，白墙青瓦，古朴静谧。村子一侧，稻田葱绿，
在泥土的清香中，静候丰收；另一侧，清澈澄净的富春
江缓缓而过，水波浩渺，映衬着远处的青山，宛如一幅

《富春山居图》。
听说有客远道而来，村民们热情地招呼大家上自家

小院坐坐，一碟刚从地里摘来的新鲜蔬果，几杯清香四
溢的绿茶，聊起平日的生活，村民们直道：“环境好了，
生活富了，日子很舒心。”

这一幕让西班牙 《侨声报》 社长戴华东感触尤深。
20 多年前，他从浙江的一个小村庄出发，远赴海外打
拼。记忆中的家乡，村子环境差，村民环保意识弱，经
常随意倒垃圾、倒污水。然而，这些年再回来，他就惊
喜地发现，一切大变样。“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发现，现
在大家不仅追求自身生活质量的提升，还更加关注整体
村貌的提升。”

变化为何这样大？一名村民道出了缘由：10 多年
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考察时，首
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是
有了这把绿色发展的“金钥匙”，如今不仅在浙江，中国
许多地方都有了如诗如画的好风景和如火如荼的好日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中共十
八大以来，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一幅天
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
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贡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追求绿水青山，不断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释放出转变发展观念、实现绿
色发展的积极信号。”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
瓦对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及显著成绩赞不绝口，“中国政
府作出的努力可谓是史无前例。相信未来中国绿色发展
红利将持续释放。”

“中国促进绿色发展的努力值得赞赏。这种努力不仅
符合中国的需求，还为世界树立了榜样。”美国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
家、教授级讲师赛斯·卡普兰如是说。

人民的获得感满满的暖暖的
本报记者 张 红 严 瑜

人民的获得感满满的暖暖的
本报记者 张 红 严 瑜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这场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
界。

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改革开放的浩瀚海洋中，撷取几滴水珠，展现的
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波澜壮阔。

从今天起，本报陆续推出三篇“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特别报道，敬请垂注。

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①

图为海南三亚亚龙湾玫瑰“斗笠大姐”李玉梅在园区内修剪玫瑰。
这是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一个个“地标”，串联起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辉煌灿烂的40年，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奇迹”的最好窗口。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改革地
标连通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图为在高铁列车上拍摄的旅客与乘务员、留学生志愿者的合影。
到 2016年底，中国已投入 2.4万亿元人民币建成总里程达 2.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如今，中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主要城市绝大多数都已通高铁。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