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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旬，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晚会
上，来自世界各国的 8000 多名演职人员献上各具特色的歌舞表
演。据俄新社报道，在嘉年华活动上演唱了 《今夜无人入睡》 的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说，活动为促进不同文化
的相互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活动，他深深感受到文化间的
交流和相互融合。他还认为，音乐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它促进
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决定把汉语列
入沙特学校和高等学府的教育课程，使沙特学生有机会接触多元
文化。沙特文化部还设立了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文化合作
奖，支持中国高校学生的优秀研究成果，鼓励阿拉伯语和汉语书
籍互译，支持艺术、文学和知识方面的创新作品，以推动中国和
沙特两国间文化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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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出台 史上最严

“上海开启‘强制垃圾分类时代’！”德
国新闻电视台报道称，7月1日，中国大都市
上海，正式实施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严”的
垃圾分类措施。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根
据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 《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上海的居民和单位必须把
垃圾分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和有
害垃圾四类。违反规定的个人和单位将分
别被处以最高200元和5万元的罚款。

上海垃圾分类的难度有目共睹。BBC
报道称，上海是中国产生垃圾最多的城
市，每年产生 900 万吨垃圾。上海居民超
过 2400 万，3 倍于伦敦或纽约。目前上海
仅有 10%的废弃物被回收。官方数据显
示，该市每天仅收集3300吨可回收物，相
比之下，干垃圾和厨余垃圾分别高达 1.93
万吨和5000吨。

彭博社报道称，早在2000年，中国就
预见到了垃圾回收业面临的困境，并开始
尝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2017年，中国国
务院宣布了一项在中国主要城市促进“垃
圾分类”的计划。过去两年来，已有多个
城市展开试点。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在该
新规即将实施前，中国媒体已经对新规进
行了广泛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许多中国
人都表示乐见新规起到良好的环保效果。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还发布有关垃圾分类的
表情包和改编的歌曲，解释正确的垃圾分
类标准。

日本 《每日新闻》 报道称，为了更好
地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上海还参考了经验
丰富的日本的一些做法。

据英国 《每日邮报》 网站报道，上海
的目标是最终焚烧或回收利用所有垃圾。
到明年，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预计
将达到每天 2.78万吨，约占城市垃圾总量
的80%。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称，在
上海之后，中国更多城市将陆续迈入垃圾
分类时代。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
要求，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
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科技助力 产业勃兴

“图像识别、小程序和二维码：中国
正 利 用 科 技 进 行 垃 圾 分 类 ”， 美 国
TechCrunch网站报道称，中国对垃圾发动
的战争就像这个国家自身那样“精通数
字”，比如上海一些居民小区已开始使用
二维码跟踪垃圾来源。

报道指出，严格的垃圾分类新规令不
少上海居民感到焦虑，好在中国的科技初
创企业纷纷驰援。互联网巨头们为此推出
各种新搜索功能，以帮助人们确定什么是

“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
收物”。

报道称，支付宝称其垃圾分类小程序
仅3天就新增100万用户。程序已囊括4000
多种关于垃圾的信息且数据库仍在扩大。

BBC报道称，一些企业在不失时机地
利用这种“垃圾箱焦虑”，例如一家食品

外送平台已开始提供一种被称作“反向外
卖”的新服务：向顾客收取少许费用，帮
助他们丢垃圾。

“垃圾分类催生了新行业。”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饿了么、支付宝
等平台都推出了代扔垃圾、垃圾回收等新
服务。

美国TechCrunch网站报道称，若有人
太忙或太懒，一些初创企业会派遣“贴身
男仆”上门收垃圾。已有开发公司打造出

“垃圾分类回收平台”，正在中国11个城市
8000 个小区收集垃圾。迄今已有 200 万人
次通过平台出售可回收物品。这些中国企
业不仅帮助家庭应对垃圾，还在开发软件
以使物业管理经理的日子更轻松。

“垃圾分类带火垃圾桶销量：网店卖
到断货”，新加坡 《联合早报》 以此为题
报道称，中国展开的垃圾分类行动，直接
拉动了各大电商平台上各种分类垃圾桶销
量大幅飙升。一些垃圾桶甚至出现限购
的现象。

中国经验 惠及世界

“垃圾战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彭博
社网站发表报道称，自 2018年至 2050年，
人类制造垃圾的速度将是人口增长速度的
两倍多，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发展中国
家。这些国家能否建立正式的垃圾回收体
系，对于管理全球垃圾并将其对环境的影
响降到最低至关重要。

BBC报道称，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垃圾最
多的国家之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处理近14
亿人口产生的大量垃圾。为此，2017年3月，

中国要求在全国 46 个城市试点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希望到 2020 年，全国废物回收
利用总量将超过35%。

日本 《每日新闻》 报道称，作为中国
经济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此次实施有史
以来最严格的垃圾分类新规，必将产生广
泛的积极影响，有望成为全国推行垃圾分
类工作学习借鉴的典范，并进一步提升人
们的环保意识。

据拉美社报道，对垃圾进行正确管理
已成为中国的要务之一，也是其为改善人
民生活条件和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所
做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将继续投
入 213 亿元人民币，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
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今年是中国向污染防治宣战的第六
年。”路透社报道称，提高垃圾回收利用
率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中国建
起了数百座“转废为能”的工厂，用垃
圾发电，还发起了“无废城市”计划，
在全国范围内建起了高科技的“综合利用
基地”。

报道称，中国的垃圾分类回收乃至污
染防治任重而道远。但这次上海垃圾分类
条例的推行让人欣喜地看到，网民们热议
的是“怎么分”，而不是“要不要分”。这
说明污染防治已经成为全民共识。

“上海的垃圾分类实践完全可以成为
一个范例。”彭博社网站报道称，上海的
尝试已令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小区里和家
中思考并讨论垃圾分类，这本身就是巨大
进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也是一
个经验，即创建现代垃圾管理制度的第一
步是教育公众，培养一种意识，即垃圾的
回收利用是全体公民的责任。

“垃圾战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核桃肉是湿垃圾，核桃壳是干垃圾，
夹着核桃肉的核桃壳算什么垃圾？”“为什么
鸡骨头是湿垃圾，大棒骨是干垃圾？”“喝剩
一半的珍珠奶茶要丢进哪个垃圾桶？”进入7
月，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条例”的《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引发中国社
会关于垃圾分类的全民大讨论，随即也成为
外媒纷纷报道和解读中国的热门话题。

人文交流具有人文性、长期性和持续性
的特点，对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中国扩大对
外开放事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指出，中外人
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中
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

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道，
共同构成了中国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为政
治和经贸外交保持了人文温度。

近年来，中外人文交流取得了一系列显著
成就，具有全领域、全方位的特点。一方面，在
九大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和推动
下，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教育、科学、体育、青年
等领域的活动交流非常活跃。另一方面，“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大型系列项目陆续推出，形成
了规模效应，呈现出系统性、持续性、开放性
的特点。

中外人文交流特点鲜明、亮点频出，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除国家层面的大型人文
交流项目外，各省区市也推出了富有地域特色
的项目。二是加强了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
中印、中非、中阿的人文交流。三是从重项目、
活动开展，到重更深层次的民心相通；从重实
践，到重理论研究；从重英语国家和地区，到重
非通用语国家和地区；从重讲述、传播，到重接
受和效果。四是高校加大了中外人文交流人才
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力度，来华留学生的人数历
年增加，将成为未来中外人文交流领域知华、
友华的重要力量。

在扩大中外人文交流的过程中，语言互通
领域大有可为。《意见》指出，要构建语言互
通工作机制，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语言互
通，开辟多种层次语言文化交流渠道。

用对象国的语言来进行人文交流，可以
增强对象国民众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对促进

民心相通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
中国不少高校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实施
了“多语种+”人才培养战略，发挥多语种优
势和学科特色，将中外人文交流、区域国别
研究高端人才培养作为发展战略之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仅仅掌握语言还远远
不够，还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对象国的社会、历
史和文化。因此，中国高校的外语专业有必要
实施改革，增强大文科意识，深化外语专业教
学的人文内涵，注重学生的中外文史哲知识结
构培养。学生通过外语学习对象国的文化和制
度，了解其国情、民情、民族性，为成为中外人
文交流人才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
局和力量正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要冲破在国际
上“有理讲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瓶颈，加强中
外人文交流的理论研究至关重要。如加强高级
别人文机制研究和顶层设计，寻找中外文化的
契合点和共同话语研究，加大中外文化交流的
一般性规律和成功案例研究等。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
我为主、兼收并蓄。以我为主，一是以中国的政
治立场、文化立场为主导，把握中外人文交流
的方向，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二是主动性和
问题意识。在人文交流活动开展中，针对误解
和偏见，主动开展相关活动，有针对性地纠偏，
增进理解和亲和性。兼收并蓄，就是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坚
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

此外，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
实施，我们要积极发挥中美人文交流、中欧
人文交流的基础建设作用，大力加强同中国
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人文交
流，不断完善亚洲文明对话机制等，最终实现

“民相亲、心相通”。
（本报记者 贾平凡采访整理）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共同话语研究
■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查明建

2019 年 7 月 6 日，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等 17 国的近
80 名中东欧青年代表，参加“未来之桥”第三届中国—中东欧青年
研修交流营，走进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瑞岩社区，学剪
纸、练书法、看舞龙、观武术，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图为中东欧青年代表，在北仑区柴桥街道瑞岩社区跟着民间
艺人练习书法。 陈张坤摄 （人民视觉）

中国空中交通蓬勃发展

坐落在北京大兴区的新机场主要工程项目近日
如期竣工，并将于今年国庆节前正式通航，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献礼，引起关注。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的建设旨在满足中国空中交通飞速发展的
需求，也体现了在“中国梦”的激励下中国取得的
发展成就。

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旅游的兴趣日
益高涨，亚洲国家的空中交通正在蓬勃发展。据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中国在本世纪 20年代中期将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到 2037年，中
国每年的航空旅客吞吐量将达到16亿人次，比2017
年多10亿人次。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能够缓解首都国际机场的运
输压力。新机场建有 4 条跑道，2025 年全面投入使
用后旅客吞吐量预计将达每年 7200 万人次。到
2040 年，机场将建设 7 条跑道，旅客吞吐量届时将
达到 1 亿人次，这将使其成为世界上客运量最大的
航空港。

——法国《欧洲时报》7月11日报道

内陆城市成中国新创业中心

中国内陆地区的城市作为 IT行业新的集结地正
在崛起。在四川省成都市和湖北省武汉市，电竞游
戏制作和游戏直播等领域的初创企业纷纷出现。相
比以北京、上海等沿海城市为中心的现有集结地，
成都、武汉等地的办公室租赁费、人员经费更低，
而大学众多，人才充裕，这些都对创业形成了支持。

在成都和武汉，拥有最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数量
不断增加。根据统计，2018 年武汉和成都都有超过
3000 家高科技企业。虽然在规模上比不过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这四大城市 （约在 1万至 2.5万家之
间），但武汉和成都正在追赶中国最大电商企业阿里
巴巴集团所在地杭州等“二线军团”。

武汉、成都作为初创企业集结地崛起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人才众多。据教育部称，2017 年中国大学
数量最多的 10 个城市中，武汉以 84 所大学排名第
二，紧逼排名第一的北京 （92所）。成都也以56所大
学排名第六。

——《日本经济新闻》7月10日报道

图为 6 月 14 日无人机拍摄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航站楼。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图为5月10日，第五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互联
网+”产业博览会上，参展商正在洽谈业务。

张海岩（人民视觉）

中国参与全球化仍有巨大潜力

经过4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从对外开放中收获
了非凡的回报。中国向市场机制更广阔的历史性转
变中，融入全球经济只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它还
使数亿人脱贫，中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新的研究显示，这种参与的潜力远未枯竭。

比如，中国的货物贸易占全球的 11%，而服务
贸易仅占全球的6%。此外，尽管中国的银行、证券
和债券市场在规模上都跻身全球前三，但外国实体
仅占其市值的6%以下。《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有
110家中国企业，但它们只有不到1/5的收入来自海
外，而美国大公司的这一比例为44%。

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悄然转变。从贸易、科
技和资本的角度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接触程
度在2007年达到顶峰，此后呈现下降趋势。这部分
反映了中国经济日益强调内需。与此同时，世界其
他地区与中国的接触在增加。这个事实凸显中国作
为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捷克世界报业7月9日报道

图为夏季达沃斯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及周
边景象 （6月7日无人机拍摄）。

朴 峰摄 （新华社发）

曹 一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