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记者杜白
羽)“变化太大了，很难找到当年曾经拍
过的建筑，因为我争取找到同一个拍摄
方位和角度。”30 年后故地重游，马庭·
库摩在曾驻足的车站、码头、广场，再次
按下快门，以德国人的严谨与执着，见证
了中国大地的沧桑巨变。

“我在农村买东西，农民都是通过二
维码收款，非常方便。”厦门大学美籍教
授潘维廉感慨说。25 年后重走中国路，
他由衷赞叹：“ 1994 年是土色，2019 年
是绿色的！”

与库摩和潘维廉一样，许多国际友
人记录、亲历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历
史巨变。他们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
逻辑和精神动力，也因此相信，未来世界
将见证一个更加繁荣进步的中国，一个
更多造福人类的中国。

改革创新，激发前进动力

1976 年，中国对西方来说神秘而陌
生。德国记者马庭·库摩好不容易拿到了
赴华签证。他记得，那时的天安门广场，
人们身着黑、灰色中山服，骑着笨重的自
行车；30 年后，他镜头里记录的黄浦江
东岸，原本的田地已是流光溢彩的浦东
新区……

库摩曾多次访问中国，透过不同的
时间截面观察中国，对不可思议的“中国
速度”感受尤为真切。他说，中国人的奋
斗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改革开放
政策，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世界为之
惊叹”。

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600
多亿元到 2018 年突破 90 万亿元，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从 119 元增加到 64644
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最
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工业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 . 5%，速度之
高、持续时间之长创下人类经济史上前
所未有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
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英国伦
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评
价说。

中国奇迹，源自接续奋斗，源于开拓
创新。跟国际上一些认为中国人思想保
守的看法相反，中华民族是勇于突破现
状、敢于推陈出新、主动拥抱世界的民
族。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
得·诺兰在《理解“中国奇迹”的关键》一
文中有言，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中国
人一直是创新和创造力方面的世界领
先者。

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加入世贸组织，
从移动支付到共享经济，实行改革开放
以来，中华大地呈现百舸争流的缤纷活
力……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发生巨变
的中国，正是中国人勇于改革的写照。”

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行稳致远，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到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面深化改革的图景迅速铺展。新加坡《联
合早报》评论，环顾世界，没有其他任何
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
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
革进程。

当今世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
蔓延，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决心丝毫没
有动摇。“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出台外
商投资法，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推出金融业对外开放“新 11 条”，科创板
鸣锣开市，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扩
围……中国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的
诸多举措带给世界信心和希望。

“未来中国将不仅是全球的生产中
心，也是创造力与创新的源泉。”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如此洞见。
如今，他的预言正被事实有力证明。

以民为本，蕴涵力量之源

潘维廉拿出一张 25 年前跟两个儿
子在中国西部沙漠的合影说：“此行重走
当年路，车子从公路穿过一片树林时，当
地人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沙漠的位置，我
惊呆了。”沙漠变绿洲，山要绿起来，人要
富起来，潘维廉盛赞中国的绿色发展
理念。

1988 年，潘维廉辞去美国证券公司
职务，在厦大任教至今。1994 年，他历时
3 个月，自驾 4 万公里，游历中国内陆沿
海。今夏，他重走中国各省区市，被发生
的巨变深深震撼。

“我发现在每个省、每个城镇、每个
角落，都有发展！每个偏僻的农村都有政
府帮助它们！”潘维廉用流利的中文说：
“老百姓谈及生活变好的原因，脱口而出
政策好、领导好！这就是中国梦！”

1949 年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
35 岁，文盲率超过 80%；如今，中国拥有
最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人均预期
寿命达到 77 岁。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
再到总体小康，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提升。

一个都不能少的小康路上，7 亿多
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
贫人口总数 70% 以上，贫困发生率下降
至 1 . 7%，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
大奇迹。国外学者指出，仅脱贫这一项，
就足以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坚持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大
地不断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

“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白人
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这样才能制定正
确的、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才能取得真正
的成果。”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
尼·林斯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成功的秘诀。著有《大国雄心》一书的
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说，中国对民生
问题的重视程度，是很多没有去过中国
的西方民众难以体会到的。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面临很
多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人民和他们
的领导人已经找到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彼得·诺兰认为。

立己达人，彰显天下情怀

中国人民有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
子，还追求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国际责
任与担当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坚守与笃
行。中国积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也诚邀
各国伙伴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坚持
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成为亚洲经济“稳
定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
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30%，是世界经济增
长的“压舱石”和动力源；面对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逆流，中国愈加积极融入全
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价值链，发展更
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完善自身，也赋
能世界。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正确义利观、新发
展观、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中国方
案承继数千年积淀的东方智慧，为世界
持久和平繁荣指出了和合共生的新路，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
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
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希腊总统帕夫
洛普洛斯，高度赞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认为这些
理念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中
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知行合一，担当作为。面对治理赤
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中国
同各方携手并肩，倡导多边主义，完善全
球治理。中国始终积极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
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
赢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改变世界的
伟大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
并将继续产生显著的全球效应，它将改
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预言：“中国将
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型大国。”

改革开放永不停步，和平发展初心
不渝，命运与共旗帜高举，承载中国人民
伟大梦想的航船必将破浪前行，胜利驶
向光辉的彼岸。

(参与记者吴黎明、任珂、孟昭丽)

中
国
奇
迹
我
见
证

国
际
友
人
眼
中
的
新
中
国
七
十
年
巨
变

新华社曼谷 9 月 24 日电（记者杨舟、明大军）“中泰
一家亲”在泰国深入人心。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数百
年的华人移民融合，新时期的共建“一带一路”，中泰友好
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友好人士的贡献，泰国长公主玛哈扎
克里·诗琳通就是他们中的楷模。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许多外国友人满腔热忱支持
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作出杰出贡献。9 月 17 日，中国决定授予其中的代表、
6 位外国政要和国际友好人士“友谊勋章”，诗琳通长
公主位列其中。

得知自己获授“友谊勋章”，诗琳通长公主对中国
驻泰使馆表示，她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感谢中方给予
如此高的荣誉。

“中泰手足情，绵延千秋好。”多年来，诗琳通一直在
尽力诠释着自己的这一诗句，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推
动泰中友好合作。

1955 年 4 月，诗琳通生于曼谷，是泰国先王普密
蓬和诗丽吉王太后的第二个女儿。

“我从小就知道中国这个国家了，虽然那个时候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还没有建交，但我已经可以从新
中国的电台听到新中国的声音了。”诗琳通接受新华社
书面采访时说。

1975 年，中泰正式建交。1980 年，诗琳通在母亲
的指引下开始学习中文。“母亲曾经对我说，中国人读
书求知，懂中文能懂得更多知识，事实也正如母亲所说
的那样。”

1981 年 5 月，诗琳通首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西安、
成都、昆明等地游览，回国后写成了一部游记《踏访龙的
国土》。9 年后，诗琳通第二次访华，沿丝绸之路，从西

安、兰州、敦煌，一直到喀什，这次旅程她用第二本游记
《平沙万里行》记录下来。1997 年，诗琳通参加了香港政
权交接仪式，并用《回归大中华》一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向泰国读者介绍了这个重要时刻。迄今，诗琳通已 48 次

访华，几乎遍访中国的所有省、市、自治区。
诗琳通还为中国“希望工程”和汶川地震灾区、

玉树地震灾区慷慨解囊。
诗琳通一直坚持学习中文，将很多中国文学作

品翻译为泰文，她翻译了多首唐诗宋词，集结成《琢
玉诗词》等译诗集，创作出了“中泰手足情，绵延千秋
好”的诗句。

因诗琳通对中泰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教
育部于 2000 年授予她“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奖章。

近年来，诗琳通对中国的关注从语言、历史、文化
拓展到了科技和教育领域。在诗琳通的倡导下，她的
母校朱拉隆功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设立了朱拉隆功
大学孔子学院。

2013 年 4 月，诗琳通访问中国天津，表达了泰
方与天津在职业教育等方面加强交流、深化合作的
意愿。随后，经过中泰双方共同努力，泰国大城技术
学院 2016 年建立了全球第一家“鲁班工坊”，为当地
大中专学生提供中式职业教育课堂。天津市政府还
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赴天津职业技术院校留学。

“中国的教育机构给泰国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和
短期培训奖学金，泰国的大学、研究机构也可以和中
方共同参与研究项目，我认为这对泰国很重要。”她在
书面回复中说。

“中国人勤劳自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赋予
的。我想未来中国一定会更加先进，在科研等领域不
断突破，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诗琳通说。

她还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会让中国和世界上
其他国家互相加深了解。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合作共
赢能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好。

新华社伦敦 9 月 24 日电(记者金晶)在伦敦北
部一处静谧的墓园，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
芬·佩里在女儿朱迪的搀扶下，在一块草坪上缓缓放
下一束鲜花。这是斯蒂芬的父亲杰克·佩里长眠的
地方。

没有父亲老佩里的指引，斯蒂芬或许不会与中国
结下如此特殊的缘分。望着父亲骨灰洒过的草坪，71
岁头发花白的斯蒂芬眼眶有些湿润。

老佩里被誉为中英关系的“破冰者”。1953 年，时任
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的老佩里和多名英国工商界代表
突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访问北京，开启了最早的对华
贸易对话。那年，斯蒂芬只有 5岁。

如今，“古稀之年”的斯蒂芬依然精神矍铄：“新中
国成立即将 70周年了，几乎和我的年龄一样。中国走
过了一段漫长而充满奇迹的道路。”

遵从父亲的遗志，墓园里没有老佩里的墓碑，这个
中英关系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并没有在安息之
处给自己留名，但对于斯蒂芬来说，父亲帮助他确认了
人生方向，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72 年，年轻的斯蒂芬第一次跟随父亲到访中国。
那一年，中英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满目的稻田和
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的中国人民，是斯蒂芬对中国最初的
印象。斯蒂芬说，那时他就看到了这个国家发展的潜力。

1993 年，斯蒂芬成为了由父亲参与创立的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在斯蒂芬掌舵下，如今的 48 家
集团拥有 600 多名中英两国个人或机构成员，涵盖商
业、文化、外交、学术等多个领域，为改善中国与西方关

系，尤其是中英关系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去年 12 月 18
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作为“中英友
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斯蒂芬获

颁“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经过 70 年的努力奋斗，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积极

参与全球管理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斯蒂芬认为，在
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承
诺继续扩大开放，对于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至关
重要。“中国坚持继续开放，并认为世界多边多元，这
对世界是重大利好。”

斯蒂芬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改变世
界”。他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改善了沿线国家的基
础设施，更有助于这些地区减少贫困，创造新的发展
机会。“中国主张不是空头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
动，”斯蒂芬说。

展望未来，斯蒂芬认为，随着中国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不断融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
中国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世界上的公信力也不
断增强。然而一些国家对中国依然存在很深的误解，
使得中国与西方的沟通愈加重要。“‘破冰’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斯蒂芬说。

2008 年，48 家集团俱乐部成立“青年破冰者”
组织，旨在促进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斯蒂芬的儿
女也参与其中。斯蒂芬的女儿朱迪向记者表示，她愿
意在父亲的指引下，在未来中英关系发展的进程中
发挥更多作用。

“中国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而中国与西方的相
互理解和沟通，需要更多的人不断努力去完成。”在
女儿的陪伴下，斯蒂芬的眼神温和而坚定。老佩里长
眠之处，绿草茵茵。

“中泰一家亲”的践行者
记中国“友谊勋章”获得者、泰国长公主诗琳通

“中国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

“破冰”家族的中国情缘

泰国长公主诗琳通

斯蒂芬·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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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 日，在美国纽约，人们参加民族服装快闪展示活动迎接国庆节。
当日，美国纽约及周边地区数百名华侨华人以快闪方式展示中国民族服装，载歌载舞迎接国庆节。

新华社记者张凤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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