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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 年间，在
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和奋斗，
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建设思路愈发
清晰，而十九大擘画的蓝图，让世界更加看好中
国未来。

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和发展经验受到海外
智库和专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对此开展了深入
研究和评析，普遍认为中国道路既遵循现代化
的一般规律，又坚持了社会主义性质，并基于实
践成功实现了创新；中国道路探索积累的发展
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
道路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中国道路理论创新居功至伟

20世纪 90 年代的苏东剧变一度使社会主
义遭到各种质疑和唱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则焕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受到广泛赞誉。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埃列
奥诺拉·皮沃瓦罗娃等专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
放“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破了旧有社会主
义的教条。

德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沃夫拉姆·阿多菲等
专家表示，在实践《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
100余年中，中国是最大的成功者，关键在于中国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取得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得科学
社会主义的活力愈发彰显。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学者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中国共
产党展现出了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洞
悉国家和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在理论层面对
挑战作出了回应。

“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海因茨·迪
特里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人
类面向未来的新方案，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巨
大贡献。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教授伊
格纳西奥·科尔特斯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球治理提出诸多共享方
案，反映中国思想和哲学元素，其中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十分具有代表性。

中国道路发展成就造福世界

经过 70 年的建设，中国的面貌已发生天翻
地覆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长期关
注中国发展的海外专家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既
造福中国，也惠及世界。

仅透过摆脱贫困这一项，就可以看到中国
道路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意义。尼
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对中国在几十年间让数
亿人口脱贫印象深刻。他说，中国是全球脱贫
事业的榜样，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被实
践证明是成功的，值得非洲国家政党借鉴学习。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
伦斯说，“一带一路”倡议拉动的投资将带动世
界数千万人甚至数亿人脱贫，将产生非常深远
的影响。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日益成为世界经
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源和稳定之锚。

墨西哥首位华裔驻华大使李子文认为，中
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
将为更多国家带来发展红利。

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秘书长宋斯维莱说，中
国的繁荣和进步能够进一步促进世界的繁荣和
进步，“中国是整个世界的稳定基石”。

中国道路成功动力启迪世界

围绕中国道路为什么行，海外专家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实践等方面深入剖析，认
为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自我革命，发挥强大
的制度优势和杰出的治理能力。

意大利国际问题学者姜·埃·瓦洛里说：“强
大的行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
体现，这种行动力在速度和力度这两个层面都
得到彰显。”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认
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
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柬埔寨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梅·
卡莱恩表示，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和极高的行政
效率是中国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既有战略眼光，又能脚踏实地，像接力赛
一样，在每个阶段都能采取正确和有针对性的
政策，并能上下一心，坚定推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
伯特·恩格尔感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
规划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
选举。”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认
为，中国共产党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了解

人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中国道路蕴含理念贡献世界

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成就证明，中国道路
可以作为一条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一些海外学者还指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
和政治稳定方面的经验或许能助益化解西方
社会在制度、价值观层面的深层次危机。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中共十九大报
告中体现的中国智慧对西方走出经济复苏乏
力、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的困境具有启示意义。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认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
表了一整套可以用于建立持久秩序的思想体
系。“世界需要思想体系，以灵活应对各国和
世界面临的挑战。”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时期，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
“一带一路”等理念，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反映当代国际关系现实，正赢得越来越多国
家的共鸣。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
任赛义德·哈桑·贾韦德表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
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和广阔胸怀。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学院
教授哈伊里·图尔克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
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中国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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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新华社印度金奈 10 月 14 日电
(记者张兴军、林昊）上万平方米的
车间里，车身焊接、车身合装等生产
线条块分明，头戴黄色安全帽、身穿
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在工位上忙碌
着。这是记者在比亚迪印度金奈工
厂看到的一幕。

自进入印度市场以来，比亚迪
凭借过硬性能和良好口碑，占据印
度在路营运电动巴士超过 50% 的
份额，成为印度绿色出行引领者。

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是印度
重要的汽车及配套工业基地。2007
年年初，比亚迪在金奈购地建厂并成
立分公司，开启在印度的发展历程。

比亚迪印度分公司总经理张杰
介绍，2013 年 8 月，第一台比亚迪
电动巴士 K9 抵达金奈港口，当地
海关甚至不知如何给它确定税率，
最后只能以“试验车”的名义清关。

6 个月后，印度政府首次向电
动大巴颁发运营牌照。在社会各界
的关注中，比亚迪 K9 在班加罗尔
开始试运营。3 个月“零故障”的运
行表现，为比亚迪赢得良好口碑奠
定了坚实基础。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比亚迪在
印度市场的电动巴士保有量已达到
203 台，运行城市包括孟买、班加罗
尔、浦那等，成为当地交付电动巴士
数量最多的汽车品牌。

2019 年 3 月，比亚迪向海得拉
巴市一次性交付 40台 K9电动巴士，
用于国际机场与市区间的公交运输。
大巴 24小时运营，每半小时一班，该
车队每月输送旅客超过 40万人次。

海得拉巴所在的特伦甘纳邦公
交集团大巴调度中心主任谢赫巴尔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得拉巴市约
有 4000 台大巴，主要以天然气和燃
油为动力。相比而言，比亚迪电动
巴士行驶无噪音、无污染。他说：
“电动巴士非常棒！”

据测算，一台比亚迪电动巴士续航里程为 300 公
里，用电约 230 度，成本不到燃油巴士的三分之一。

印度媒体广泛报道比亚迪试运行的消息后，有印
度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由衷称赞：“中国电动巴士性价
比高，而且又酷又环保，这正是印度需要的。”

比亚迪印度分公司产品工程师辛格说，正是因为
满足了本土需求，比亚迪在印度的产品线实现了从零
到一、从一到多的发展，并创下多个纪录。

为适应“印度制造”计划，尤其是印度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15 年比亚迪与印度奥莱克特拉绿色科技公
司合作，在海得拉巴建厂联合设计制造巴士。目前该
工厂年组装约 1000 台电动巴士。

2018 年 12 月，比亚迪位于金奈的工厂投产。该
厂占地 212 亩，主要生产 K7 和 K9 两款电动巴士的
电池和底盘。生产线全部开动后，预计将为当地创造
200 余个就业岗位。

在与比亚迪合作的签约仪式上，奥莱克特拉绿色
科技公司董事总经理拉瓦尔表示，两家公司合作将共
同为印度市场带来更多绿色环保产品。

根据印度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到 2030年，30% 新注
册机动车必须是电动车，60% 公共交通必须是纯电动
车。据测算，每年印度需要新增及更换 10多万台巴士。

比亚迪亚太汽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刘学亮表示，
很高兴看到印度政府正在开展新一阶段的电动车推
广计划，这与比亚迪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公共交通电
动化的行动不谋而合。比亚迪将继续与当地伙伴和
客户合作，为印度交通电动化事业不断努力。

新华社加德满都 10 月 14 日电(记者蒋超、周盛平）头
戴安全帽，身穿反光工装背心，在尼泊尔上崔树里 3A水
电站大坝上，25岁的尼泊尔质检工程师罗尚·拉瓦尔正在
值班巡视。这座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水电站正
式投入商业试运行刚刚过去两个月。

“这是中尼两国政府间的优惠贷款项目，输出的是清
洁能源。”水电站项目经理王紫阳近日在大坝上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他在这里已经坚守 10年了。

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项目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
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约 100 公里。大坝建于德
里苏利河上，电站装机容量 60 兆瓦。项目于 2011 年
6 月开工建设，但 2015 年尼泊尔 8 . 1 级地震让已完成
近 90% 的工程骤停。

“当时进场的道路都被破坏了，中尼双方建设人
员一度困在这里，人员出不去，物资也进不来，”王紫
阳说，“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和当地灾民守望相助。
我们拿出各种物资器具帮助救灾，灾民们也主动翻山
越岭为我们运送生活物资进来。”

王紫阳告诉记者，克服了强震后的重重困难，项
目于 2016 年 11 月复工。经各方专家充分讨论，制定
了不同修复方案，并采用了创新性技术手段，项目终
于在 2019 年 3 月圆满完成修复。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电站建设质量一流，经
得起考验。”质检工程师罗尚告诉记者。

“目前尼泊尔整体电力缺口在 750兆瓦，项目建成填
补了该国近 8%电力缺口，”王紫阳说，“比较显著的变化
是，加德满都停电时间大大缩减了，过去每天平均要停电
12至 16个小时，而现在这一数字锐减到 3小时。”

项目部科员里娜·古隆告诉记者，电站建成为尼泊
尔轻工业发展提供了助力，当地碾米厂、轮磨机产业发展
都受益于此，“中国一直在真诚地帮助我们”。

“尼泊尔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
是水资源开发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资本，”尼泊尔前总
理贾拉·纳特·卡纳尔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
具备上述条件，出色地完成过许多水电工程，我们可
以向中国学习。”

近日正逢尼泊尔最盛大的节日德赛节。在当地民
众盛情邀请下，里娜陪同中国同事们到项目附近的斯
迈尔村村民家中一起过节。面对奔流不息的德里苏利
河，里娜身着民族服装，双手合十，闭目祈福：“这是大自
然馈赠给尼泊尔的丰沛资源，我们一定要善加利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 14 日访问沙特阿拉伯，与
沙特领导人讨论双边合作以及地区热点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普京时隔 12 年访问沙特，
表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上升。随着美国
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以及影响力下降，俄罗斯
抓住机会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备受大国
博弈影响的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进一步凸显，
各种力量将进行重新分化组合。

访问有玄机

据俄媒体报道，普京访问期间将与沙特国王
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会晤。
除稳定国际油价以外，双方还将讨论能源、农业、
军事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问题。此外，叙利亚问
题、海湾局势、巴以问题也是此访的重点议题。

普京上次访问沙特是在 2007 年。近几年
来，中东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俄罗斯与埃及、沙
特等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普京在行前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希望未来以更快
的速度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普京此访时机耐人寻味。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说，美国在沙特石油
设施遇袭后未采取有效反制措施，而最近又抛
弃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导致地区盟友都感到
美国的安全保障不可靠。在此背景下，俄罗斯
试图抓住机会扩大在中东地区特别是美国盟
友中的影响力。未来美国主导中东安全局势
的能力将进一步下降，中东安全格局出现多极
化趋势，俄罗斯将成为重要一极。

今年 9 月中旬，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受
袭击。普京 9 月 16 日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俄罗斯愿意向沙特提供协助，沙特领导层只需
作出明智决策，就像伊朗采购 S-300 系统或
者像土耳其采购 S-400 系统一样。

据俄媒体报道，普京此行可能会当面游说
沙特方面购买俄防空系统。孙德刚认为，尽管
沙特引进了美国“萨德”系统，但油田遇袭事件
表明“萨德”不能有效抵御袭击，普京此访将推
动俄沙军事合作。

10 月 9 日，土耳其武装部队对叙利亚北
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等武装发起代号为“和平之

泉”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13 日
说，考虑到当前土耳其在叙北部军事行动的
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让约 1000 名
美军撤出叙北部地区。

美国抛弃叙库尔德武装，纵容土耳其越
境打击行动，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对。
孙德刚表示，俄罗斯利用叙利亚问题在美国
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打入楔子，持续扩大自己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遭质疑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政治代表机构 13 日
晚在社交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为阻止土耳
其的攻击，该政治代表机构和叙库尔德武
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已和叙政府军
达成协议，叙政府军将沿土叙边境进驻，
以支持“叙利亚民主军”“抵挡侵略”并收回
被土军及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占领的
地区。

作为美国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盟友，叙库尔德武装事实上已遭美国
抛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指出，美
国从叙北部撤军，不仅令美国的诚信广受

质疑，也意味着存在于叙利亚的其他国际力
量将会伺机而动，寻求新的平衡。

美国前驻叙利亚特别代表弗雷德里克·
霍夫认为，如果美国完全从叙北部撤出军力，
这无疑会让“伊斯兰国”、叙利亚政府、俄罗斯
和伊朗获益。如果当前局势发展下去，美国
的政策弱点将充分暴露，美国过去几年打击
“伊斯兰国”取得的成果也将面临极大威胁。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东问题专家阿
伦·戴维·米勒认为，美国近期对土耳其进攻
叙库尔德武装的态度正是本届美国政府外交
政策风格的一个缩影：行事缺乏连贯的计划
性与程序性，也全然不顾决策结果会给美国
的国际形象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

美国媒体指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疲于应
付国内政治纷争，对海湾地区的关注度降低。

孙德刚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海外向本
土转移、干预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是美
国在中东不作为、抛弃盟友的重要原因。总体
来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下降，而俄罗斯
的影响力上升。受此影响，中东地区多极化格
局加强，各种力量将进行重新分化组合。

(记者刘晨、刘品然）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4 日电

中国道路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海外智库专家及前政要评析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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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访沙特有玄机 中东格局加速演变

来自美国的三名经济学家因
采取实验性方法减轻全球贫困，
14 日分享 2019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 14 日宣布，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
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
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

评审委员会说，三人将一种新
方法引入减轻贫困的研究，经由把
困难议题拆分为更小、更易操作的
问题，来为抗击贫困找到有效路
径。“他们其中一项研究的直接结
果是，超过 500 万印度孩子从学校
有效的补习辅导项目中受益。另
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为预防
性医疗提供高额补贴。”

班纳吉 1961 年出生在印度，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迪弗
洛现年 46 岁，同样供职于麻省理
工学院，是迄今最年轻、也是第二
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
雷默现年 54 岁，是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三人将平分诺贝尔经济学
奖奖金 9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91
万美元）。

班纳吉的母亲、经济学家尼
尔玛拉·班纳吉得知儿子获奖后
直言“没想到”。“他一直尝试让经
济学脱离理论层面，用理论去理
解世界的样子，”尼尔玛拉接受新

德里电视台采访时说，“（理解）世界的运转方
式，贫困是什么以及人们解决贫困的方式。”

诺贝尔 1895 年立下遗嘱，设立化学奖、物
理学奖、文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平奖五个
奖项。瑞典国家银行 1968 年为纪念诺贝尔而
增设经济学奖，并于 1969 年首次颁奖。

尽管诞生日期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地位
与物理学奖、化学奖等奖项并无差别，均由瑞典
皇家科学院颁发。它们的奖金来源不同，经济学
奖的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而其他奖项的奖
金出自诺贝尔基金会。（闫洁）据新华社专特稿

喜马拉雅山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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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生体验国画魅力

▲ 10 月 12 日，在福州外国语学校，来自德国莱法州的中学生在学习国画
创作。

当日，数十名来自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莱法州）的中学生在福建多地学
校，与中国师生开展文化交流，增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福建省与
德国莱法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已有 30 年历史。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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