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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近日小幅下调中国经
济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又引来部分
西方学者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老
调重弹。但是，如果真正读懂国际金
融机构和国际舆论的观点，不难发
现，减速其实是中国经济迈向更健
康、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正确路径，
并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机遇。

首 先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和世行均认为中国政府有足
够的能力和手段防止经济“硬着
陆”，世界也应逐渐适应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转型升级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当前已由高增长阶

段进入了更加注重增长高效率、低
成本、可持续，着力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的中高速增长期。对于这种
因转型升级和政府主动调控而出
现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两大机构持理性看法。

世 界 银 行 在《东 亚 经 济 半 年
报》指出，中国政府在控制地方债、
抑制影子银行、应对产能过剩、治
理污染等方面的举措将使经济走
上更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其次，在世界多数经济体仍需
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
中国则以“战略定力”将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将着力点放在调
结构和改革上，有助于下行风险加

剧的全球经济保持稳定。
IMF 在刚刚公布的《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中指出，引爆金融危机的
旧有矛盾没有完全解决，人口老龄化
和生产率增长缓慢使经济潜在增长
率下降的新问题浮出水面，一些发达
经济体还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

金融危机以来，IMF 和世行一
直呼吁各国应对结构性改革更有紧
迫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
罗奇在所著《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
互依赖》一书中谈到，中国经济结构
中正在发生重要而又值得理解的转
变，这种转型需要较低的增速，这对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再均衡是个不错
的消息，对世界同样如此。

其三，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
长的关键动力。虽然中国经济转型
还在进行时，但是很多国家已经分享
到了中国转型的红利。如美国商务
部副部长斯特凡·塞利格日前所说，
中国经济向内需驱动的转变将给美
国企业对中国出口创造很多商机，美
国政府对中美贸易前景持乐观态度。

中国正引导经济摆脱对投资和
出口的依赖，转为依靠消费拉动。在
打造消费型社会的过程中，单是中国
出境游人数的连年增长、中国游客强
大的消费能力就给世界带去福音。

据世界旅游组织数据，2013 年
中国以近 1 亿人次出境旅游，成为
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市场。

今年，中国出境游步入 1 亿人次时
代几无悬念，中国出入境旅游贸易
逆差将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10
年前，中国在全球出境游消费的份
额为 1％。这一数字 2023年将增长
至 20％。未来 10 年，中国出境旅
游人次将再翻一番。

经济转型对任何一个经济体
都不是易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仍
然面临投资过高、消费不够旺盛的
问题，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也
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转型升级还有
很大空间。随着中国经济“新常
态”走向稳健，更多的红利必将释
放出来，并将增益世界。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8日电）

据新华社东京10月 8日电 日
美政府 8日公布了新日美防卫合作
指针的中间报告。根据这份报告，
新指针的最大特征一是极度扩大
自卫队活动范围和任务，二是加深
日美军力一体化。新指针出台后
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号称“专守防
卫”的日本自卫队今后将协同美军
充当地区乃至世界警察，这意味着
日本将彻底葬送战后和平主义。

现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
于 1997 年。与 1978 年冷战时期制
定的首份指针相比，1997年指针将
日美防卫合作从“日本有事”扩大
到与朝鲜半岛局势等相关的“周边
事态”。

新指针的中间报告删除了“周
边事态”这一地理上的限制，提出
未来的日美防卫合作要突出日美
同盟的“全球性质”。这在理论上
意味着只要有“需要”，哪里有美
军，哪里就能有自卫队的活动。

自卫队活动范围“全球化”同
时，其军事任务也将从“量变”到

“质变”。这份中间报告提出，日美
军力今后将在从“平时”、“灰色地
带事态”到“战时”的任何阶段展开

无缝合作。
在广受关注的“集体自卫权问

题”上，中间报告没有具体提及自卫
队在何种场合如何支援或配合美军
行使集体自卫权，但宣称将在新指
针“适当体现”日本政府 7月 1日有
关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的内阁决议
内容，而安倍政府相关决议的核心
内容就是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日美在修
订指针问题上各取所需。美国希望
在本国国防预算削减背景下利用自
卫队填补力量空白和欠缺，将增强
自卫队军力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
的重要一环。而从安倍政府来看，
一则借助美军强化在领土争端问题
上的军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利用
日美军事同盟“全球化”实现自卫队
不受限制走出国门的军事野心。

日本“生活党”干事长铃木克
昌指责说，通过修订指针得以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话，意味着日本宪法
之死。从海外视线看，鉴于安倍政
权的右翼好战色彩，日美军事同盟
强化“全球性质”势必进一步加深
周边国家对日本军力和军事活动
扩张的疑虑。

对乌克兰政治人士而言，当前
可谓一段糟糕时期。不少人还要
时刻担心可能会被一伙蒙面暴徒
从办公室里拖出去扔进垃圾桶。

这就是一些人“发明”的“垃圾
桶挑战”，称意在“惩治腐败”。只
是，批评者警告，类似做法距离“暴
民正义和公共私刑”仅一步之遥。

英国《每日电讯报》10 月 7 日
报道，这一“垃圾桶挑战”的灵感
来 自 上 个 月 极 端 的 乌 右 翼 团 体

“右区”成员把敖德萨市政官员奥
列格·鲁坚科扔进垃圾桶，他们指
责鲁坚科受贿 2.8万美元。之后，
各地纷纷效仿。自 9月初以来，乌
克兰各地已有 10 多人“中招”，包
括议员维塔利·茹拉夫斯基和维

克多·彼利皮申。
按照一些实施者的说法，这

一“公开羞辱”是为了惩治腐败和
犯罪行为。

“垃圾桶挑战”的效果暂且不
论，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失控。议
员涅斯托尔·舒夫里奇在敖德萨
进行竞选活动时遭示威者袭击，
最终住进了医院。一段现场视频
显 示 ，他 在 逃 离 前 挨 了 一 记 猛
揍。他后来说，在这起暴力袭击
中，他被打得脑震荡。

乌克兰内务部长阿尔森·阿
瓦科夫在社交网站“脸谱”上发布
留言，呼吁极端分子停止类似做
法。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约瑟夫·拜登最近比较忙，接
连向三个中东地区盟友解释和道
歉，为自己口不择言“灭火”。

这名以“大嘴”著称的美国副
总统先前在哈佛大学演讲时称土
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
拉伯等国向叙利亚逊尼派极端武
装提供支持，后者包括“伊斯兰国”
以及与“基地”组织关联的“支持叙
利亚人民圣战者阵线”（又称“救国
阵线”）。

正值美国及其西方和中东盟友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打击“伊斯
兰国”，拜登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土耳其、阿联酋和沙特方面相继表
达不满，要求拜登把话说清楚。

10月 4日，土耳其要求美方给
个说法，拜登随即就自身言论向对
方致歉；5 日，阿联酋外交事务国

务部长穆罕默德·安瓦尔·卡尔卡
什要求拜登澄清这些容易“让人对
阿联酋形成错误印象”的言论。拜
登当日致电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称他的言论并没有暗
示阿联酋支持叙利亚的极端武装。

7日，拜登致电沙特外交大臣
沙特·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
兹，感谢沙特在打击“伊斯兰国”行
动中给予美方的大力支持，同时澄
清先前言论。

法新社评述，拜登的言论不但
在中东引起轩然大波，也在美国政
坛引发质疑，一些人批评这些言论
会有损美国盟友打击“伊斯兰国”
的决心。同时，“大嘴”形象可能动
摇拜登作为除希拉里·克林顿以外
2016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热
门的地位。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 8日
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 8 日宣布，将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
学家埃里克·贝齐格、威廉·莫纳和
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尔，以表彰
他们为发展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
所作的贡献。

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当
天发表声明说，长期以来，光学显
微镜的分辨率被认为不会超过光
波波长的一半，这被称为“阿贝分
辨率”。借助荧光分子的帮助，今
年获奖者们的研究成果巧妙地绕
过了经典光学的这一“束缚”，他们
开创性的成就使光学显微镜能够
窥探纳米世界。如今，纳米级分辨
率的显微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运
用，人类每天都能从其带来的新知

识中获益。
声明还说，黑尔于 2000 年开

发出受激发射损耗（STED）显微
镜，他用一束激光激发荧光分子发
光，再用另一束激光消除掉纳米尺
寸以外的所有荧光，通过两束激光
交替扫描样本，呈现出突破“阿贝
分辨率”的图像。贝齐格和莫纳通
过各自的独立研究，为另一种显微
镜技术——单分子显微镜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这一方法主要是依靠
开关单个荧光分子来实现更清晰
的成像。2006 年，贝齐格第一次
应用了这种方法。因此，这两项成
果同获今年诺贝尔化学奖。

今 年 诺 贝 尔 化 学 奖 奖 金 共
800 万 瑞 典 克 朗（约 合 111 万 美
元），将由三位获奖者平分。

据新华社安卡拉 10 月 8 日
电 由于连日来土耳其发生大规模
抗议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的
游行示威，一些地区爆发的冲突还
造成 12 人丧生，土耳其东部和东
南部 5个省已从 7日起实行宵禁。

“伊斯兰国”武装围攻与土耳
其交界的叙利亚北部重镇科巴尼
已经 3周，造成众多库尔德族叙利
亚难民逃入土境内避难，同情难民
遭遇的土耳其本国库尔德人指责
政府应对“伊斯兰国”武装不力，发
起游行示威。7日，在东部和东南
部的穆什省、锡尔特省、凡省、马尔
丁省和迪亚巴克尔省的抗议活动
中，至少有 12 人在与警方的冲突

中丧生，当地政府不得不实行宵
禁。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主要
城市也爆发了类似的示威冲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7 日发
表讲话，呼吁西方国家对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发动地面进攻。他说，
“伊斯兰国”武装即将攻占土叙边
境重镇科巴尼，只通过空中打击难
以消除极端武装的威胁。

土耳其议会已授权政府采取
越境行动打击活跃在叙利亚和伊
拉克的恐怖组织，并允许外国军队
取道土耳其打击“伊斯兰国”武装，
但目前土军方只是向边境地区增
派了大量坦克戒备，并没有采取越
境行动。

图为 7月 11日，美国防长哈格尔与前来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华盛顿谈及解禁集体自卫
权的资料图片。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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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批判中东盟友支持极端组织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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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爆发抗议示威

是“惩治腐败”还是“暴民正义”

乌“垃圾桶挑战”引争议

10月 7日，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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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0 月 7 日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宾南邦上空俯拍的
受灾情况。连日暴雨导致马来西亚沙巴州宾南邦洪水泛
滥。据统计，当地有 11 个村落遭淹没，共 82 人成功获救，
灾民们被安置到两个收容所。

10 月 7 日，纽约街头举行防治乳腺癌宣传活动。参
与者身穿粉红色 T 恤、头戴粉红色头盔组成粉红丝带造
型，以期提高人们对乳腺癌的认识，呼吁妇女进行乳腺
癌筛查。

10月 7日，参观者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 2014年法兰
克福书展芬兰主宾国展览馆内阅读。当晚，2014年法兰克
福书展揭幕。

均为新华社发

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弯曲门”风波尚未平息，这款风靡全球的智
能手机又曝“拔头发门”。不少女性用户在网上抱怨，用 iPhone6 或
iPhone6 Plus打电话时很容易被拔下头发！

多名女子在社交网站上发帖说，当手持 iPhone打电话时，她们细长
的发丝极容易嵌进手机屏幕与金属壳之间的缝隙里。等到打完电话，
把 iPhone从耳朵边拿开时，几根秀发便被拔了下来。

不仅是长发飘飘的女性，就连蓄有胡子的男性也难免遭殃。网
民保罗·马滕斯在微博客上说：“我的 iPhone6 Plus还没折弯……但
我的胡子已经不折不扣地被拔掉了。”他给这条微博设置的标签是

“拔头发门”。
另外，与男装相比，女式服装的口袋较少、

也比较浅窄，因此女性无法把 iPhone6装入裤袋
或衣袋中，而只能放在手提包里。这样一来，不仅
手机的震动功能没多大用处，还意味着想要用手
机听歌的女性只能一直用手举着这个“大家伙”。

此外，还有女性抱怨，每次打完电话，手机
屏幕就从她们脸上“顺走”一些粉底、BB 霜或腮
红，令她们不得不擦拭屏幕。

专门调查技术与时尚关联的智库机构“第三
波时尚”创始人莉莎·金德里德认为，在产品设计
中只关注男性视角，而忽略了女性的特点和需求，

“是技术世界的一个通病”。
被 iPhone拔掉过头发的英国女记者拉迪卡·

桑加尼写道，苹果公司大约七成员工是男性，所
以出现如今这种情形并不令人惊讶。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去底特律抄底楼市吧！一座有三间卧室、标价 3000 美元的住宅，用一部
iPhone6手机就可以换到，而且是“真房源”。

这座老房子位于底特律城东。房地产经纪人埃尔斯
说，房主是外国人，房子原价 5000美元，后降到 3000美元，
由于仍没有买主，房主现在愿意用房子换一部 iPhone6 手

机，“听上去他希望得到最高配置版本，但是我保证，他愿
意商量”。实在不行，一部 32G容量的 iPad也能
成交。

不过，真要住到底特律去，最好三思而行。
这座因美国汽车工业辉煌一时的城

市也因汽车业衰落而破败，去
年宣布破产，人口从上世纪 50
年代 200 万减至不到 70 万，大
约 7.8 万 座 建 筑 已 经 人 去 楼
空。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如果
你用 iPhone6换得这座房子，需

要交税 6000美元。
（新华社供
本报特稿）

打个电话 拔根头发 一部 iPhone6 底特律换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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