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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非昔比 中国变化日新月异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过去 10 年为
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阿根廷天主教大学

“全球时代中国研究”研究生部主任、阿根廷国际关系
委员会中国工作组主席乔治·易·马勒纳对中国当代史
了然于胸：“新中国成立让中国站起来；改革开放让中
国富起来；新时代，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伟大使命，中国正在强起来。”

马勒纳深谙中国历史，缘于学术研究，更缘于 40年
间与中国的亲密接触。1979 年，14 岁的他第一次到中
国，几年的生活学习经历成为他终生难忘的记忆。“截至
去年，我到过中国12次。”这位爱吃糖醋鱼和饺子的“中
国通”，很喜欢跟人介绍自己的中文名“马恩豪”。

瑞士呼吸系统疾病药物研究专家、长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让·马克·博维特，也有一个中文名

“博江盟”。1986年，作为一个背包客，博维特游历了中
国多地。“那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市场经济刚刚起
步。”他回忆说，“当时有人告诉我，对一个中国家庭而
言，最幸福的三件事是拥有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

33 年间，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早已是中国百
姓家的寻常之物。博维特表示：“现在，中国的现代化水
平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在电子支付、公共交通、移动
社交平台等领域甚至超越大多数西方国家。”

设想离开中国 10 余年后归来，你会看到怎样的变

化？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加拿大籍教授阿卜杜
勒·加尼·瑞泽普对此深有感触。

1987 年，瑞泽普第一次到中国。他记得，那时的北
京是个比较安静的城市，没有很多汽车，但有很多自行
车，人们对外国人充满好奇。再次到中国已是 2000 年。
在上海，他惊喜地看到一个现代化的繁华大都市，“崭
新闪亮的高大建筑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的宽阔道路热闹
喧嚣。”

“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太了不起了！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这个特殊时刻，中国人都备感自豪，
我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2018年，几经考察，斯
洛文尼亚物理学家鲁道夫·波特卡尼克到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学院任教，仅仅一年，他便发现：“在中国，人们对
未来充满乐观和信心。”

艰苦奋斗 中国成绩来之不易

“不到中国，就不知道中国的美和好。”北京外国语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德国籍教授大卫·巴拓识赞叹，中国在
生态文明建设、反腐败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
步，减贫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更是独一无二。

中国成就，入眼入心。外籍专家学者纷纷赞叹：亮
眼的中国成绩单来之不易！

“中国的成功是在长期艰苦奋斗和顽强探索中取得
的，深层次原因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巴拓识表示，中国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具有极

强的学习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
对此，瑞泽普也深以为然：“中国政府拥有强大、坚

定和组织良好的领导力，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中
国人中不乏敏锐的学习者，他们富有进取心，吃苦耐
劳，不会被任何艰难险阻吓倒。此外，中国不断向世界
扩大开放，愿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我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中国。”博维特
说，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一些中国制造商的
自主创新能力正在飞速提升，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和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力，“这应归功于中国大学优
质的教育。”

波特卡尼克表示：“中国对科学和教育的重视程度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科学和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二级
基础设施’，中国正在通过设置明晰的教育目标，为国家
创新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在我的专业领域——土木工程领域，中国已成为世
界领先者。中国在桥梁和建筑领域的设计、施工能力在
世界上首屈一指。”瑞泽普认为，这与中国科研人员在工
程领域的科研创新密不可分：“他们通过高质量的学术出
版物与世界分享研究成果，并积极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合
作研究。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文明互鉴 中国经验启迪世界

“之前，我只是从书籍和西方媒体报道中了解中国，
很不充分。到中国后，眼见为实，我很难用语言描述中

国的发展成就带给我的震撼。”波特卡尼克感慨万千。
“对于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朋友，他们并不了解中国

的发展状况。”为此，博维特当起民间大使，“当与家
人、朋友谈论我在中国的经历时，我尽我所能地介绍中
国在经济、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

在“博维特”们的努力下，中国正在向世界释放越
来越强大的吸引力。

马勒纳表示，在拉丁美洲，伴随中拉关系的火热升
温，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过去 20年间飞速发展。拉美
的汉学家正从对中国的研究中寻找启发。

“世界可以向中国学习借鉴发展战略和扶贫经验。”
瑞泽普说，“希望未来更多人到中国访问和学习。大家会
发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中国经验“圈粉”世界，中国理念启迪世界。“中华
文明和西方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可以相互借鉴，共同
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巴拓识认为，人类要在地球上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创新理念，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
单边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思考问题，而中
国正是这一创新理念的提出者。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包
容互鉴、合作共赢等理念，这些都是人类未来需要努力
的方向。

“人类面临多重挑战，世界需要‘希望’引领航向，
走出迷雾。也许中国能用理念和行动为‘希望’一词注
入强大能量。”波特卡尼克说，希望西方世界可以放下傲
慢与偏见，填补对中国的认识盲区，正视中国的发展成
就，并从中国的发展中汲取有益经验。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世界眼中的新中国

外籍专家学者盛赞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

“不到中国，就不知道中国的美和好”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这样一群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是从世界各地络绎不绝走进中国的国际友人。到中国旅行、工
作和生活，使他们拥有多重身份：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是亲切友好的外国朋友；在亲友眼中，他们是了不起的“中国通”；在国际社
会，他们是离中国最近的观察者。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他们很有发言权。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5位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外籍专家学者纷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盛赞中国
70年发展成就，期待中国未来更有作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

风雨兼程 70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赢
得了中国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国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道路
上行稳致远？中国社会面貌何以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何以芝麻开
花节节高？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的回答无比
坚定——“就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
使命。”

这就是初心的力量。小可以使之大，
危可以使之安，贫可以使之富，弱可以使
之强。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就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连着中国人民的
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期盼着生活安定
祥和、越过越好，期盼着祖国繁荣昌盛、
蒸蒸日上，期盼着中华民族自立自强、重
现辉煌，而这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

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古
人说：圣人本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为天地立心，天地由此而开
生面，历史由此而开新篇。

70 年前尘往事，留下多少令人怀想、
令人感佩的瞬间——

“ 春 风 杨 柳 万 千 条 ， 六 亿 神 州 尽 舜
尧。”这是 1958年的毛泽东同志。“读六月
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
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满怀着对人
民的礼赞，写下了充满壮心与激情的中国
诗篇。

“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

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
子，不要给我盖房子……”这是 1986 年
的甘祖昌同志。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
开国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解甲归田
当农民，他用最后的遗言写完了自己毕
生的信仰。

“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
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这是2007年的
孙家栋同志。当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
娥一号”奔月成功后，这位曾经最年轻的

“两弹一星”元勋、如今最年老的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用泪水诠释他的忠诚无悔。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有多少都
牺牲了。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这
是 2018 年的张富清同志。当年的突击队

长、战斗英雄，曾经百战归来，曾经深藏
功名，如今在鲐背之年，他挺起身姿，向
后代子孙讲述一个中共党员该有怎样的战
士风骨。

“一个人，燃尽了青春，把爱与希望种
在无数人心中……”这是 2019 年的黄文秀
同志。这位年仅 30岁的驻村第一书记，在
冒着暴雨连夜赶往工作岗位的路上遭遇山
洪牺牲，留下一首村民为她写的歌，凝聚
起人们心中的力量。

……
他们的人生如此不同，他们的初心却

如此一样！他们有同样的身份——中国共
产党党员。他们举起镰刀锤头的旗帜改造
世界，也用刀刃向内的勇气革新自我。他

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脊梁，他们也是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人。他们将青春与生
命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也用信仰的火炬照
亮中国未来的前程。

他们又不仅仅只是“他们”，他们也是
“我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为
了中国“强起来”而工作的奋斗者，是为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追梦人。虽
然未来道路上会有山高水远、风急雨骤，
我们也要一起勇敢地向着未来奔跑。

在新中国成立 70年的时候，我们宣示
充满自信地迎接下一个 70年。只要初心不
改、矢志不渝，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新长征的胜利，一
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辉煌中国·力量篇②

70 年：初心的力量
■ 杨 凯

本报北京 9月 13 日电 （记者朱竞若、贺
勇） 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共中央香山革命纪念
地今天正式对公众开放，上午 9 时迎来第一
批观众。

香山革命纪念地包含香山革命旧址和香山

革命纪念馆两个部分。香山革命旧址由双清别
墅、来青轩、双清东侧平房、思亲舍、多云
亭、小白楼、丽瞩楼、镇芳楼和镇南房组成。

“以前只有双清别墅对外开放，通过此次修缮，
实现了 8处革命旧址首次全部向社会开放。”香
山公园党委书记孙齐炜介绍说。

新建的香山革命纪念馆位于香山脚下，设
有 《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 主题
展览。展览通过 800 多张图片、地图、表格和
1200 多件实物、文献和档案，把人们带回那段
激荡人心的岁月。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
楼上的两个大红灯笼、使用过的 10门礼炮，成
为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
柏坡赶赴北平，25 日进驻香山。作为中国革命
胜利前夕党中央所在地，香山是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走向全国性胜利的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
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

大图：香山革命纪念馆外景。
小图：游人在双清别墅内的毛泽东同志办

公居住地参观。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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