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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老师进入幼儿园

在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家文化教育机构，机器人正在
进行辅助性的教学工作。每当孩子们答题正确时，机器
人就会表现出欣喜，脸部屏幕会闪烁心形眼睛。

这个身高不足 60 厘米、叫 Keeko 的机器人会讲故
事，还会给孩子们出题测试逻辑能力，在多家幼儿园颇
受欢迎。它有小轮子，用来四处走动，内置照相机可用
作导航传感器，前置照相机可让用户录制视频。

Keeko机器人已走进中国600多所幼儿园，生产商希
望将其扩展至大中华区和东南亚地区。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网报道

图为老师在Keeko机器人的帮助下开展幼教。
（资料图片）

敦煌因“一带一路”重获关注

在敦煌夜市，食品摊位前的游客摩肩接踵。商贩丁振
华（音）说，“我们对丝绸之路期望很高。来这里的游客逐年
增加，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已经期待下个旺季。生意
越来越好，我的生意已经做了10年，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
乐观。”

绿洲敦煌曾经是亚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当大部分
贸易转向海路后，敦煌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城市。“一带一
路”倡议让敦煌重新受到关注，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

到目前为止，已有大约 70 个国家参与了“一带一
路”倡议。道路、铁路和港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该倡
议总投资额超过9000亿美元，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投资额
将比这高得多。

——据德国广播电台网站报道

图为游客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参观。（来源：新华社）

北京迎回“最蓝天空”

美国驻华大使馆收集的数据显示，在 2008年以来北
京污染程度最低的7个月中，有5个处于去年夏天至今年
8月这一时间段内。去年夏天开始，中国加紧执行限制北
京及周边地区燃煤活动的政策。今年7月的平均污染浓度
为每立方米 44微克，是自 2008年开始记录以来的第 7低
数值。

空气质量的改善凸显出中国正在迅速地向雾霾问题
发起“进攻”。北方地区许多企业和家庭在工业发电和家
庭取暖时从使用煤炭转为使用较清洁的天然气。

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能源金融研究部门主
管蒂姆·巴克利说：“中国已经非常明确地承诺要‘迎回
蓝天’。几乎每周，中国都会出台新的法规或政策来推进
这一承诺。”

——据美国彭博社网站刊文

中国的航母起步较晚，落后于其他世界大国甚至是
一些中等国家。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原本作为试验训
练舰，经过长时间的科研、试验、改装，在2017年完成
了一些基本的训练科目，具备了体系作战能力。

中国的第二艘航母，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外
形与辽宁舰相似，但比辽宁舰更长、更宽，装备和性能
也有全面提升。它的定位是大型作战平台，可谓中国航
母建造的一个新起点，如果顺利可以在一年后交付海军
服役。

中国航母的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标志着中国海军
正在实现由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带
动了中国海军体系结构的变化。以前中国海军的水面舰
艇主要以驱逐舰、护卫舰作为远海作战平台来进行编
组，现在则以航母为核心来形成海军编组结构，把水面
舰艇，包括航母、最新的 055型驱逐舰这些大型水面舰
艇，同水下的作战力量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以及舰载
航空兵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包括水面、空中、水下的更

加立体的作战结构，更加符合现代战争以及未来战争发
展的需要。

目前而言，中国的航母和美国相比，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与美国海军建设的内在驱动
不同，美国海军的作用是维护全球霸权，而中国的航母
和海军建设则有完全不同的目标。

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原因有三：
一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中国面临着国

家统一的历史任务，与周边国家存在岛屿主权争端，还
受到其他大国的海上围堵，需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
为支撑。

二是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近年来，中国在海外人
员、投资等各方面的利益在不断增长，尤其是非洲和中
东地区，战乱频繁、自然灾害频发，需要军事力量的保
护。这也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在2011年利比亚撤侨行动
中，中国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徐州舰于 2011 年 3 月 2 日
抵达利比亚附近海域执行撤侨任务；2015年 3月，中国

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的任务，共接出
中国公民621人。

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与自身地位和力
量相称的大国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同时，
世界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越来越高。中国海军已
经派出了30批护航编队赴海盗势力猖獗的亚丁湾执行护
航任务。2014年马尔代夫马累海水淡化厂发生故障，导
致淡水供应紧张，中国海军远洋救生船长兴岛船紧急驰
援马尔代夫，为马累市供应 600 吨淡水。此外，中国

“和平方舟”医疗船多次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
任务。这些行动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要求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
量。但是受到战略目标和国家财力的限制，中国海军追
求有限和适度的发展，而非以军备竞赛和争夺霸权为目
标。中国海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有力武器，
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康 朴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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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航母第二次海试

中国海军是维护世界和平之师
■受访专家：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张 烨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8月27日报道，日前，中国

首艘国产航母开始第二轮海试，中国海军距实现部署完

整航母战斗群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二轮海试将主要检

验航母的通信、导航及其他电子和机械装置，并测试在

首次海试后对该舰动力系统进行的改进。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7日报道，这次海试距其

首次试航仅3个多月，显示该航母项目进展顺利。近几

年来，中国在航母、舰载机、大型综合补给舰、大型驱

逐舰、潜艇等重要装备研制方面进展迅速，航母编队正

从训练型向作战型转变。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8月27日报道，这次海试引发了

对一个新航母战斗群可能正在形成的猜测。8月24日进

行海试的055型导弹驱逐舰被认为是亚洲最大且最先进

的非航母战舰之一。这艘驱逐舰预计将为中国航母战斗

群提供重要护航。

图为今年5月18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完成首次
海上试验任务，返抵大连造船厂码头。 新华社发

海外声音

图为蓝天白云下的北京天坛祈年殿。 王 晴摄图为蓝天白云下的北京天坛祈年殿。 王 晴摄

贸易战未动摇消费信心

中美贸易战开始后，没有人惊慌失措，消费支出也
没有明显放缓。几年来，随着投资放缓，中国富裕中产
阶层的消费一直被誉为消费引导型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官方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依然强劲。在 2018年的
头7个月里，零售额增长了9.3%。

经济学家许晓青 （音） 说，中国20%的家庭消费用于
支付水、电和房租等居住成本。他说，2018 年上半年，
单是人均居住支出就增长了12.4%，同期人均医疗保健支
出增长了19.7%。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报道

中国声音 世界倾听

自会期正式公布之日起，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平
台。”尼日利亚 《先锋报》 刊文指出，

“非洲国家可以通过这一平台，以集体协
商的方式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今年的北京峰会意义尤为重大。”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称，在北京峰会举
办前，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多国。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国对非影
响力正在扩大。

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手
笔”，每年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都会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8 年中国外交的亮点，主要体现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海合作组织青
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这四大主场活动上。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反对保护主
义、孤立、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相
反，他主张加强多边体系，走对话而不
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
路。”4月 10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
式刚刚结束，德国 《商报》 网站就在报
道中对习近平的讲话进行了精炼的概括。

“堪称年度重大国际事件之一。”俄
罗斯 《独立报》 盛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的世界影响力。《外交学者》 杂
志认为，“上合组织是一个崇尚
平等和多样性的多边组织，中国
一直是其有力推手。”

中国担当 世界赞誉

2017 年底，法国 《新观察家》 杂志
对即将到来的 2018 年进行了几大预测。
其中，“中国模式是否会有更持久的吸引
力”被作为重点预测之一。该杂志分析
指出：“中国越来越向世界展示出其强大
的影响力。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带着羡慕
和渴望之情关注着北京，他们把一个衰
弱和分裂的西方抛在身后。”

在多边主义遭遇严峻挑战、世界经
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 2018 年，中国举
办多场主场外交活动，向世界展示出开
放包容、勇于担当、致力合作的大国形
象，向世界传递出信心。

《印度时报》 曾仔细研究今年博鳌论
坛发布的相关报告，分析指出：“‘一带
一路’倡议为亚洲的经济合作注入新活
力，并且帮助亚洲大陆重塑国际关系”。
德国 《商报》 认为，中国在博鳌论坛上
宣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大幅度放宽市
场准入，这与威胁要对欧洲汽车征收关
税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还注意
到，目前所有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都在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理范围之
内，“他们将各自的发展政策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并从中获益。”
伊朗学者莫森·沙里亚提尼亚盛赞上合组
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例
证”，称这是“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的贡献。”

“与我们经历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
义不同，中国人教我们认识到，一支蜡烛
不会因为点燃其他蜡烛而熄灭，反而会使
世界变得更加光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召开前，尼日利亚《先锋报》刊文回顾
了中非合作的历史及成就，由衷感慨。文
章认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没有颐指
气使、傲慢专横的做派。”

中国作用 世界期待

11 月 5 日至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在中美贸易摩
擦愈演愈烈的局势下，中国将通过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回击外界对中国
市场开放度不够的质疑。”新加坡 《联合
早报》报道指出。

有数据显示，在距进口博览会举行
还有4个月的时候，全球已有超过1700家
企业报名参加。这是各国企业对中国主

动开放市场的积极回应。
“ 中 国 在 全 球 化 中 的 表 现 值 得 称

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
蒂格利茨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当美
国越来越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甚
至挑战全球贸易规则时，中国成为经济
和贸易全球化的有力支持者。西方全球
治理主导者角色的弱化无疑有利于中国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的当下，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
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英国 《金融时报》 刊文称，今年是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期待中国领导人
展现负责任的国际政治家和勇于开拓的
改革者的形象。尼日利亚 《先锋报》 称
赞“中国的发展成就为世界树立榜样”，
认为非洲应学习中国“逐渐从对外依赖
转向独立自主”，非洲领导人应学习中国
领导人“专注务实、以人为本”的精神。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登韩国延
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金凯的文章
称，中国正在由一个全球秩序的“接受
者”变为“塑造者”或“贡献者”。俄新
社也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中国将在
气候变化、全球经济、世界和平、多边
机制等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
作用。

中国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信心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国际论道

金秋九月，中国主场外交将进入北京时间。9

月3日至4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

行。这是继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之后，中国今年四大主场外交的第三场。

中国主场外交亮点频现，备受瞩目，为全球

治理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也成为国际社会观

察中国外交、中国发展的绝佳窗口。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心开始试运行。图为8月29日，人们在参观新闻中
心展出的“多彩非洲”图片展。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