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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突
飞猛进，深刻影响了国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从
消费主体的角度来看，不同年龄群体的购物习惯有着
明显的代际区别。如“50后”的消费习惯是轻易不花
钱，消费时尽可能买便宜的商品和服务。“80 后”则
敢花钱敢负债，消费时尽可能从全国或全球购买高品
质的商品和服务。“90 后”在消费时更强调个性、多
样性和文化创意等。

纵观全球经济，如果一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低于
30%，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到比较富裕的
发展阶段。2018 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是 28.4%，比上
年下降0.9个百分点，人们在消费上更加强调品质、个
性、创意等。传统吃穿住行的开支，正在逐步让渡给
新型消费，如文化消费、旅游消费、创意消费以及信
息消费等。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2018年中国在上海举办了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

当前，全球性新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在新一轮
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发展方面，不仅紧跟世界潮流，而
且在5G、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开始形成优势。在这种
背景下，无论是近几年兴起的直播购物，还是数量愈发
庞大的海外买手，均是为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而
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有了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

直播购物本质上是一种营销手段的变化，它把全
世界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展示给消费者，供其选
择。同时，这也促进职业买手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国
内外有很多视频平台、移动 APP 等，买手们通过直
播，吸引消费者。

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富裕的国家。2018年，中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8228 元 ， 比 上 年 实 际 增 长
6.5%。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以上人群，
而且这个人群规模还在快速上升。收入上升，生活持

续改善，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在全球消费习惯趋

于稳定之时，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却能够发生快速
变化。因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完成了其他国家
1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转变。

直播购物快速发展的背后，实际上需要强大的通讯
技术、物流系统、信息处理和订单交互系统的支持。在
中国，新技术、新模式的快速发展和运用，使得买手能够
在第一时间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与传统购物形式相异，直播购物改变了人们的从
众消费心理，个性化和小批量定制的消费趋势将在未
来快速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品质逐渐成为消费
者考虑的关键因素。这种品质确确实实能够满足消费
需求，触碰市场痛点。全世界的优质产品，只要存在
市场需求，就会通过多种途径和不同方式到达消费者
手中。 （刘 月采访整理）

直播购物为啥能“火”起来？
█ 受访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虽然中国的直播购物应用通常会选择
离家较近的地区，但刘女士的雇主“哪逛”则离乡背井，把它的用户带到了
美国的商店。在美国各地的商店，主播们兴奋地对着手机讲话，并代表他们
的买家争夺打折品、流行产品和优质商品。

据美国 《洛杉矶时报》 网站报道，“哪逛”被看作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
QVC公司 （美国最大的电视购物公司），观众可以要求主播试戴珠宝，或把
摄像头转到商店的另一个角落。对中国消费者来说，这种互动式购物服务非
常自然，中国消费者习惯用创造性的方法来满足其购物需求。中国的中产阶
级多年来一直将视野瞄准海外来消费，这种需求扩大到所有产品。

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正如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领域领跑
一样，它在直播行业也有同样的表现。

左图：消费者用手机下单商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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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方广泛运用人工智能

近日，参加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节目的桂宏正
（41 岁） 夫妇，听说找到了他们 10 年前被诱拐的孩子
时眼泪不断。为了找寻3岁时在四川省沿口镇被诱拐的
孩子，夫妇俩踏遍了全国各地。在达成夫妇俩心愿时
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是腾讯人工智能系统。

据中国媒体报道，多亏腾讯优图系统“描摹”出
和当下相似度高达 96%的脸，除了桂宏正之子外，还
找回了在外地流浪10余年的另外6名诱拐儿童。

在中国，人工智能还成功找到长时间藏身的犯罪
分子。有媒体报道，过了20年东躲西藏日子的犯罪分
子被格灵深瞳的人工智能系统揪出。

——据韩国《朝鲜日报》5月13日报道

外国艺术佳片走红中国

日前，在戛纳电影节首映一年后，《何以为家》——一
部由黎巴嫩导演执导的广受好评的影片来到中国，上映
后的首个周末就获得1200万美元的票房，仅次于《复联
4》，这是该影片在美国完全难以企及的极高成就。然而，
此类成功故事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常见，如今许多在戛纳
电影节脱颖而出的影片都最有可能在中国找到观众。

“最近两三年来世界已发生变化”，《何以为家》发行
方Wild Bunch公司的销售总监玛拉瓦尔表示。“对外语
片来说，美国一直是小众市场，如今中国市场正变得更
重要。”“过去 5 年来，我们看到的唯一巨大机遇是中
国”，戛纳电影市场主席杰罗姆·皮纳德说。

——据美国Indie Wire网站5月13日报道

中国“90后”买车不迷信品牌

数据显示，在2018年的中国买车者中，“90后”车主
增长趋势明显，已超过“70 后”，占比达 16.7%。到 2025
年，“90后”汽车消费人群将占整个市场规模的54%。

可以看到，如今车企营销打着“年轻化”旗号，在设
计、配置、售后上强调“年轻化”、科技感、跨界，希望打动
年轻消费者。因为他们捕捉到中国“90后”在汽车消费
市场的两大特点：一是不迷信品牌，他们更喜欢有质量
的产品及有趣的品牌，对本土品牌兴趣日增；二是对金
融服务的接受程度更高，“90后”的价格敏感度远低于非

“90后”，而且对贷款、分期付款的选择与包容性更高。
——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5月15日报道

中国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据报道，中国生产 650 万兆瓦时电力为其城市供
电。这比美国的发电量多出大约200万兆瓦时。在电力
供应问题上，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实际上，我们
应把这一块全部交给中国去做。

当今世界最长的大桥在中国，最棒的路在中国。我
们应该彻底拥抱中国，把道路交给他们修建、维护和运
营，这样就可以把多出来的钱用于教育、医疗和农村发
展。我们应该拥抱他们的教育制度，甚至富有效率的工
作作风。看看他们每年培养的成千上万的高素质毕业
生。中国是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尼日利亚《领导者报》5月14日报道

图为电影《何以为家》海报。 （资料图片）图为电影《何以为家》海报。 （资料图片）

近日，2019第九届贵阳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智
能汽车展在贵州省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图为参
观者试驾展览车辆。 刘朝富摄 （人民视觉）

2018 年，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启动“实名实人身份
认证”暨“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建设项目。该项目集
成运用刷脸技术、声纹技术和指纹技术等技术，实现网
上公民远程身份认证。图为市民在通过实名认证办理
驾驶证期满换证、驾驶人变更联系方式等业务。

秦耕耘 汪晓峰摄 （人民视觉）

以务实行动示范新文明观

连日来，有关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报
道一直占据亚洲国家媒体的显要位置。在
新加坡 《联合早报》、《海峡时报》 等网
站，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
的诸多金句经过精心梳理，一一呈现；在
韩联社等媒体的官网上，多国艺术家亮相
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巡游等活动的
照片精彩纷呈……

“专家们聚集在 6 个平行分论坛，讨
论具有区域和全球意义的话题。年轻的艺
术家、电影爱好者和美食家们则可以参加
亚洲文化嘉年华。此外，整个星期都会有
不同亚洲国家参与巡游。”柬埔寨 《高棉
时报》网站刊文称，这是“一场色彩缤纷
的狂欢节”，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的文
明互学互鉴正越来越普遍。

塔吉克斯坦阿维斯塔通讯社重点关注
了大会期间举行的亚洲文明巡游活动。报
道指出，亚洲文明巡游展示了不同亚洲国
家的文化特色，还展出了多种多样的艺术
作品，例如水墨画、油画和雕刻品等。这
些艺术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还展现出亚洲文明的独特性以及亚洲国家
之间共存的文化渊源。

5月15日至22日，作为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的重要内容，“亚洲文明周活动”在
中国多个城市同步举办。文物和艺术展、
主题沙龙、影视周、文化旅游展、美食节
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搭建起一个极其
广阔的平台，让亚洲乃至更多国家的文化
艺术得以尽情交流互动。

不仅是亚洲媒体，域外国家的媒体同
样高度关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古巴拉美
通讯社撰文指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框架
下的文化和旅游活动丰富多彩，通过此次
大会，中国期待在媒体、智库、旅游、影
视、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多边

双边倡议、协议。
拉美社称，亚洲美食节通过展示亚洲

特色食品，推动亚洲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和了解。报道还称，除了各色美食，美食
节还为餐饮领域的新技术留出了展示空
间，并通过举行论坛推动健康养生理念的
传播。

英国路透社认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给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赋予了一张温和的
面孔。

此次大会期间，中国宣布同各国开展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实施亚洲经典著
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同
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等。不少外媒
盛赞：这是中国以务实行动示范尊重多
元、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共创和平的新
文明观。

“人类文明之美，在于对话”

六瓣颜色各异的花瓣相互串联，形成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标志，它象征亚洲文明
的绚丽多彩，也寓意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

如前来参会的巴基斯坦官员塔希尔·赛
义德所说，“亚洲文明寻求互利共赢，对话
是关键。”谈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许多外
媒及国际人士都不约而同地称赞，这是一
个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充分对话的重要平
台。从古至今，对话促进了文化交融、人
文交流和亚洲文明的繁荣。今天，对话依
然重要，加强文明对话仍是共识。

一些人士认为，文明之间的对话能够
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与信任。

“进行对话是促进理解、信任以及弥合
不同社群之间差异的关键。”《联合早报》
在报道中引述了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这一观点。
哈莉玛在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还进一步
表示，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紧密相连，
想法与经验的分享是重要的。

缅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席哥哥
莱说，这次大会在加深亚洲不同文明间
相互理解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帮
助解决目前因误解和不正确信息导致的
诸多国际问题。通过这一平台，不同国
家之间的了解得到增强、友谊得到提
升，彼此间的合作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一些人士认为，文明之间的对话能
够带来繁荣，推动和谐与和平。

亚美尼亚公共广播电台在报道中引
述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的话称，开
放、对话和相互学习的艺术为各国提供
了通往和谐与和平的道路。“我们这个星
球之美、人类文明之美，在于对话”。

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斯里坎特·孔达帕利也认为，大多数亚洲
经济体在快速增长，这就要求不同文明
之间开展对话交流，为整个亚洲大陆创
造新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举办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共同
发展非常必要和重要，有助于人们了解
不同文明，并通过对话实现互利共赢”。

如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麦启安所
言，面对当前出现的诸多挑战，唯一的
出路就是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
动。而文明之间的对话将让各国共同行
动的步调更加和谐一致。

凸显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一段时间以来，“文明冲突论”“文
明优越论”等杂音沉渣泛起，引发国际
社会极大关注。全球目光纷纷东望，期
待来自中国的真知灼见。中国没有让世
界失望。

“美国之音”在报道开端引述习近平
主席在主旨演讲中的话称，不同文明的
交流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认为自己
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
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

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自信从容的“中国声音”很快赢得来

自全球不同地区的积极应和。
前来参会的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直

言，“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论调，真正
的文明会对话。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一个
世界性的大会，它所传递的精神从北京出
发，直抵西方，直通世界所有文明。

《高棉时报》 网站刊文称，柬埔寨国
王西哈莫尼称赞中国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称其促进了各国文化
的交流和理解。

“互相学习、互相借鉴，这是习近平
主席主旨演讲的关键词，也是我们正在做
的事。”阿根廷联邦公共传媒管理总局国
务秘书赫·隆巴尔迪表示，全球化以及互
联互通让拉丁美洲与亚洲的距离越来越
近。“各个文明、各个国家之间应当平等
相待。亚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正在进行
这种意义深远的对话”。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产生的世界性影响
将广泛而深远。希腊雅通社称，中国开启
了一种全新的对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具有创
造性意义的文明对话。韩联社认为，中国
邀请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参加亚洲
文明对话，赋予此次大会中西方文化理解
和共荣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出中国在世界
文明中的地位。

“中国凭借倡导多元文化以及不同政
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间的和平共存，已成
为整个欧亚及更广地区内互联互通和交流
往来的催化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
系教授查尔斯·阿姆斯特朗认为，几个世
纪以来，中国这样的亚洲大国一直是不同
信仰、不同背景的人们和谐共存的地方。
亚洲可以从这样的历史积淀出发，推动全
世界人类的发展、合作、互相尊重以及和
谐共存。

题图：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
动在北京“鸟巢”举行。这是歌舞《亚洲
风情》。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中国奏响文明交流互鉴新乐章

“真正的文明会对话”
本报记者 严 瑜

孟夏时分，草木葳蕤。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正在
北京火热举行。

这是一场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盛会。来自
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为深化文明
交流互鉴相聚一起，共谋和谐发展之道，共商如何
破解“时代之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
聚起“文明力量”。这场盛会因此在国际社会“圈
粉”无数。

国 际 论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