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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
将于 9 月召开。在这一平台上，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作为平等
伙伴，就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速世界经
济发展进行探讨和合作。

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作为本
届峰会的东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有能力确保这次峰会
的成功，并为世界经济的振兴作
出重要贡献。

直面全球经济挑战

中国此次主办 G20 杭州峰
会，正值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
重大挑战。

国际人士纷纷指出，“不确定
性”已成为影响当前全球经济增
长的重要因素。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高级顾
问彼得森指出，英国与欧盟未来
关系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经济
发展的不确定性、难民流动的不
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和恐怖袭
击威胁带来的不确定性……“(所
有这些)不确定性给投资和消费
者信心带来了负面影响，抑制了
经济增长”。

转型的趋势也给全球经济带
来变数。印度尼西亚东盟南洋基
金会主席苏尔约诺说，全球经济
面临大转型，而每个国家都面临
转型的责任和压力。

彼得森认为，世界经济面临
贸易保护主义和流动性过剩的问
题。他指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
很多国家为防止经济产出下降和
工作岗位流失，采取了保护主义
措施。对世界经济而言，这将导致
出口下降，进而使世界经济增长
减速，威胁就业。此外，自雷曼兄
弟公司 2008 年 9 月破产以来，许
多中央银行都大量增加了货币供
给。这些流动性中的大部分正在
流入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飙
升。

在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
究所研究员沃夫看来，金融危机
后，世界经济仍未恢复强劲增长，
也远非均衡、可持续。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要有效应对当前全球经济面
临的挑战，就必须不断提高全球
经济治理水平。国际专家认为，中
国主办 G20 本届峰会，有利于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客座研究员麦克法夸尔表
示，杭州峰会将继续推动全球经
济治理改革进程，因为作为全球
最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正在引领
峰会的筹办过程，并参与国际规
则的制定。

贝塔斯曼基金会中国研究专
家容恺桦说，中国已成长为 21世
纪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力量之一，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中国可以为全球经济
治理贡献一种不那么以西方为中
心的思路。”

国际人士注意到，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水平，中国作为
G20 本届峰会的东道国，不仅成功重启了沉寂多年的国际
金融架构工作组，还邀请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杭
州峰会的各项讨论。

印尼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苏尔约诺认为，中国努力利
用 G20 这一平台，推动建设一个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利益和
诉求的多元国际经济新秩序。“杭州峰会有望成为未来全球
经济新秩序的转折点。”

“中国方案”备受期待

在 G20 杭州峰会上，除了在宏观层面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外，中国还将就如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提出“中国方案”。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本届峰会
的主题。其中，“创新增长方式”将被作为峰会重点议题，峰
会还将制定创新增长蓝图。这与中国确立的以创新发展为
首的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吻合，体现了“中国智慧”。

苏尔约诺表示，目前全球正迈向以互联网+、人工智
能、3D 打印、自动驾驶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
是全球创新舞台上的佼佼者，也是迈向智能时代最快的国
家之一。中国在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应用和网络支付等领域
已经接近甚至赶上美国。

“今年 G20 峰会将提出构建创新的世界经济，这符合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苏尔约诺说。

阿根廷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卡斯特罗表示，在杭州峰
会上，中国将提出强调创新发展和增强协作共同面对全球
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倡议，这非常及时，因为结构性危机令全
球经济在过去三年中发展缓慢。

专家认为，杭州峰会也将推动世界经济联动发展、包容
发展。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对新华社记者
说，全球经济现在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只有
各国经济协调发展，才能减少摩擦，增加双赢。德国最大的
期待也在于此。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恩对中国促进全球
贸易增长和加强全球投资政策协调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
这是提振全球经济增长的正确方式。

卡恩说，当前全球贸易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面临很
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特别需要中国发挥领导力来抵制
贸易保护主义，以更加务实和理性的方式应对贸易问题。

(综合新华社记者陈静、郑世波、毛鹏飞、徐海静、唐
志强、高攀报道)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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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中有一座湖，清风白月入画图，丹桂飘香香意浓……”摇着折扇步履蹒
跚，91 岁的楼冠舜跟往常一样，拎着收音机哼着小曲，穿过两条马路来到西湖边的小
公园，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城市还未完全苏醒的清晨，开启了新一天的生活。而近日
处处都能听到的《人间西湖》是他们的“晨聊”的伴奏曲。

在杭州住了三十多年，几乎每天楼冠舜都会来西湖边坐坐，“但是今年以来，杭州
的变化特别大，街道整洁了、绿化更好了，路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车辆越来越
少，城市更文明了。”他说这样的杭州让他觉得生活很幸福。

点点滴滴的变化离不开每一个在杭州生活的市民。楼冠舜所住的上保社区是杭
州市中心一个典型的老社区，居民楼房龄超过四十年。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小区的面
貌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楼冠舜走过都会情不自禁抬头看看，“这几幢房子窗台上还
布置了花架，看到花花草草心情一下就不一样了。”

社区主任朱晓君说，为了协助工人改善小区的环境，她最近经常加班到深夜。她
的女儿今年 9 月就要上小学了。这半年来，因为工作繁忙，她一再错过了孩子的毕业
旅行、家长会、校访和家访，但她并不觉得遗憾，“我的工作是为了杭州能更加美丽，连
7 岁的女儿也会说‘为妈妈自豪’，这就是我工作的动力。”

比楼冠舜走出家门更早的有一群可爱的人——— 环卫工。天刚蒙蒙亮，47 岁的赵
新兵就已经蹬着他的自行车，穿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作为专门处理城市“牛皮癣”的
环卫工人，赵师傅随身携带的“百宝箱”里装着各种小工具：小铲子、抹布、喷雾瓶、刷
子、洗洁精……

公交车站旁电线杆上一个“目标”，身高只有 1 . 7 米的他，踮着脚拿着小铲子，吃
力地擦除小广告。赵师傅说，要趁着店铺还没开门，把店铺卷闸门上的小广告清理
掉，“城市变美了，虽然累点也是很开心的。”

“别看我九十多岁了，但是出门过马路、买菜、坐公交、上医院，我基本上没觉得不
方便。”楼冠舜骄傲地说。

斑马线前机动车礼让行人是杭州文明的标志之一，杭州交警西湖大队北山中队
交警凌吉杭说，确定在杭州举办 G20 以来，感觉市民对交通文明出行这一块越来越
重视，“特别是汽车斑马线前礼让，这段时间遵守率越来越高了。”

公交作为流动的城市文明窗口，增加了更多绿色友好的新元素。53 岁的孔胜
东是杭州 28 路公交车司机，他说最近大批车辆换成了绿色节能的电动车，对保护
城市环境更有利。为了能在 G20 杭州峰会召开时，用英语来招呼外国朋友，孔胜东
还在勤奋地学习英语，像“杭州欢迎您”“早上好”“谢谢”等日常用语，已经说得很利
索了。

除了 8 小时工作之外，孔胜东还参加了志愿者队伍，每月 1 日和 11 日，和志愿者
们一起随机走访 183 个公交车始末站和 193 个沿线站点，劝导乘客文明排队，有序上
下车。

杨雪飞是杭州市中医药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离开家乡辽宁来杭州工作 12 年。虽
然是一名老“新杭州人”，但近年来杭州快速发展，城市变化让她感受颇深。“杭州越来
越有温度、有人情味，身在其中我也会情不自禁加入助老爱老、社区义诊等志愿服务
工作。

夏日中午时分，西湖边休闲的楼冠舜回家午休了，但不少岗位上的劳动者却不
能停歇，尽管只是城市的一颗螺丝钉，但坚守岗位城市运转才不会停摆。

位于杭州莫干山路的中石化加油站里，汽车不断进进出出，站内温度突破 40 摄
氏度，加油员张丽的工作服从早上工作开始就被汗浸湿，此刻她脸上的汗珠不断往
下淌，却始终对每一个前来加油的司机都保持微笑，并提醒他们出行安全，“G20 杭
州峰会快来了，我们加油员一要服务好顾客，二要握好手中的油枪保障安全。”

G20 杭州峰会期间国内外有数以万计的嘉宾莅临杭州，市民们不仅是杭州城市
文明的塑造者，也是传播者。

俞琼洁是杭州客运段高铁一队的列车长，她所在的杭京列车上有 150 名乘务员。

为了更好地服务乘客，她们在今年接受了 4 轮培训。

俞琼洁说，她会做好乘务员的本职工作，让乘客们从她的言行、服务中感受到“宾
至如归”，“我想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我很期待 G20 峰会的
召开。”

杭州文化标志之一的晓风书屋也特意开辟了“杭州专区”，摆放着不少关于 G20
和杭州故事的书籍。“这些书大多都介绍杭州的风景、文化和历史，陆陆续续卖得挺
好。”晓风书屋店员陈骁说，书店是文化地标，他希望更多的嘉宾能够通过阅读，更好
地了解杭州和 G20 。

每每有客人入住杭州环岛宾馆，询问工作人员附近值得游览的景点时，大堂经
理何亚斌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首先推荐西湖，“看起来有点落俗套了，但 G20 年的西湖
真的不一样。不少客人今年是第 N 次来杭州了，去了西湖又会有新的印象，清晨白天
夜间、风雨中阳光下都有不一样的景色。”

“我的心中有一座湖，远山近水入画图，桃红柳绿春来早，客来客往船如故……”

循着《人间西湖》的旋律，西湖上音乐喷泉散出的水花随音起舞，沉浸在美景中的人
们面带微笑。无论是旅人还是常客，身处这座独特韵味之城，都正在以更加美丽与包
容的姿态期待各方来客。 (记者黄筱、朱涵、张璇)

新华社杭州 8 月 25 日新媒体专电

峰会在即，从十张面孔看杭州

初到杭州的钱洁过了个马路，就确定了
自己将来要生活在这里。

照例走到斑马线旁，她正盘算着“要不要
横穿过去”时，一长串车流像约好了似的，陆
续停在了斑马线前。她愣住了……一位司机
从车窗探出身，微笑着挥手让她先过。

倍受“礼遇”的钱洁感慨：尽管这座城市
的建筑、道路是陌生的，但心里却有一种归属
感——— 因为这里到处充盈着暖意。

快节奏的城市里，杭州愿为

你慢下来

细心的游客会发现：其他他城市的红绿灯
在空中，而杭州的红绿灯却矗立在大地
上——— 和人等高，“平视”着提醒你过马路时，
何时通过，何时驻驻足。

这个细节，反映了这座城市对每个个体
的尊重与关爱。

这样的细节，在杭州比比皆是：骑自行
车，杭州有专门的骑行道路，你不用紧张得东
张西望，害怕机动车会来抢道、劫道；在十字
路口等待通过时，你的头顶上有遮阳遮雨棚。
你可以有几分钟，安心地整理一下被雨淋湿
的头发……

“文明出行”，已经成为杭州文明的一部
分。最近，全城正传播着这样一则故事：一个
外地车主在西湖边遇到斑马线没有让行，被
交警抓了个正着。车主抱怨说：你们欺负外地
人，你抓个本地车试试！

交警笑言：杭州的车，在人行道前一律让
行。想抓都抓不着。不信？你来监督！

这个较真的司机在路口观察了 41 分
钟，期间，有 270 辆浙 A 牌号的车通过，全都
是车让人。

这个外地司机爽快地接受了处罚，临走
时跷跷着大拇指：“服了！”

“文明出行”，是杭州“文明系统工程”的
一部分。近些年，杭州用“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把“文明种子”播进每个市民的心田。

“礼让斑马线”，源自市公交集团一项调
研。调研中发现：公交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斑
马线前的事故率最高，且多为恶性交通事故。

于是，杭州便制定了《公交营运司机五条
规范》，明确规定“行经人行横道时减速礼让”。

初始，许多司机第一反应是：不习惯！
但杭州动了真格：派管理人员到处蹲点

巡查，不遵守的司机会扣掉当月的“安全奖”，
且接受处罚。

好风尚是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密集的
“文明出行”宣传与强力的交通整治双管齐
下，公交车开始变自觉了。两年后，出租车也
加入到“礼让大军”中。渐渐地，私家车也主
动让行。

“之前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但让行后，有
人会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杭州司机陈俊林
说，这个大拇指的互动，让人心里暖暖的。

大都市，人来人往，脚步匆匆，“打招呼”
成为奢望。“车让人”，融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冷

漠。司机、行人相视一笑，挥手致意，于是，暖
意在整座城市里流淌。据杭州交通管理部门
的统计，在杭州市区主要道路上，斑马线前的
礼让率已经达到 93 . 91%，公交车“礼让斑马
线”率达到 99%。

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号“杭州发布”里这样
点赞：“快节奏的城市里，杭州愿意为你慢下
来。车让人，真好！”

“最美现象”从“盆景”成为“风景”

文明也会“传染”。文明孕育出的暖意，不
仅体现在“车让人”上。在杭州，从一些闲事、
小事、美事上，也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温情。

说一口很有特色的吴侬软语，不过，下城
区潮鸣街道 65 岁的许宝香的行事风格，却
透着豪爽。退休后，她一直在社区做志愿者。
有人遇到难事找她，她总是雷厉风行。

几个月前，许宝香听闻社区几名保安的
工资被物业公司拖欠。她决定管一管“闲事”。
因为物业公司法人已几次易主，她 7 次上门
协调。最终，保安高高兴兴拿到了工资。“像我

这样的志愿者，杭州有一百多万人哩。”许宝
香说。

8 月的杭城暑热难耐，江干区的环卫工
王有琴心里却很熨帖。尽管骄阳似火，但中午
休息时有个好去处——— 新塘路的“城管驿
站”。走进驿站，里面有微波炉、冰箱、无线网
络。几年来，杭州设立了各类爱心休息点
2650 个。这些大多来自社会捐助。

在杭州，人人都想献出一点爱：
来到中山北路屏风街路口，全国道德模

范孔胜东每周六固定在这里为市民免费修
车，这一干就是 25 年。在老孔身后边有一家
美发店，老板陈蓓免费给社区老人理发也有
5 个年头了。

在附近的建国中路，一到早上 10 点，顾
大伯的免费凉茶摊就开张了：一个不锈钢推
车、一个大茶缸，一块写着“茶”字的小黑板。
过路的人口渴了喝一杯，透着心里凉。

之前说起杭州，人们会说：西湖美！现在
说起杭州，人们会说：这里的人更美。

你可知杭州的“最美妈妈”？2011 年 7 月
2 日，杭州市民吴菊萍没有丝毫犹豫，用她纤
弱的双臂接住了从 10 楼坠落的女童；

你可知杭州的“最美司机”？2012 年 5 月
29 日，杭州长运公司的司机吴斌在开车途中
被一块飞入车中的铁块刺入腹部。他的第一
反应是：不能倒下。他忍着剧痛停下了车，保
证了 24 名乘客的安全；

你可知杭州的“最美消防员”？2013 年 1
月 1 日，萧山区一家工业园区的厂房大火，消
防员尹进良、陈伟、尹智慧冲入火海，用自己
的生命换来了 47 名工人的生命……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豁得出
去，”这是杭州“人美”的生动写照。经过多年
培育，在杭州，“最美现象”已从“盆景”成为
“风景”。

因为文明，天堂杭州有了更

深层次的美

面对电视台的摄像机和话筒，64 岁的鲍
凤珠——— 闸弄口社区“爱健康先锋社团”团长
有些不好意思了。退休后的她，一年到头走街
串户为特需家庭免费理发。

打开杭州的电视、报纸、微信公众号，“一
周正能量”栏目正记录着杭州在一周内发生的
小人物正能量的感人内容。“我们已经举办了
11 届‘十大平民英雄(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杭州市文明办主任董悦说。这些身边人、
身边事，看得见，摸得着，引领着社会风尚。

2011 年以来，杭州还在全市组织开展了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每月开展一
次主题讲座、一次互动讨论、一系列主题实践
活动。潜移默化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
们中间传递、扩散。

杭州对推动文明从不自我设限。在全省率
先实现《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从
此，在杭州，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礼让斑马
线”也写入地方法规。同时，杭州的文明工作纳
入了政府考核体系，接受监督打分。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生活，人们是怎样的
一种心情？2015 年 10 月 31 日，杭州再次获
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荣誉称号——— 这已
是连续 9 年入榜。

再听听普通百姓的评价———
76 岁的市民寿宝琴说：在杭州，老人喜

欢坐公交。因为每次都有人让座。司机看到老
人上车，会按下让座播音提示；等到老人坐稳
后，车才缓缓开动。

48 岁的环卫工田晓兰说：在西湖，扫地
很轻松。这里的游人很多，但垃圾落地的少。
“有人会来问这里能不能抽烟？我说最好别
抽，他就不抽了。”田晓兰说，文明氛围影响着
所有的人。

17 岁的学生陈环说，在杭州图书馆，看
书很惬意。暑假，陈环最喜欢泡在图书馆里。
这里人很多，却听不到一丝吵闹。这里不要证
件，流浪人员也能来看书。

人们说：因为文明，天堂杭州有了更深层
次的美！ (人民日报记者王慧敏、方敏)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礼让”杭州

▲杭州市西湖区居民、91 岁的楼冠
舜在社区附近的小公园里休息（ 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上保社区
主任朱晓君在社区办公室内（8 月 24 日
摄）。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环卫工人赵新兵在杭州一处公交
车站边（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璇摄

▲杭州交警西湖大队北山中队交警
凌吉杭在指挥交通（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杭州市中医药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杨雪飞在医院内（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杭州一家加油站的加油员张丽在
加油站内（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杭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俞琼
洁在杭州东站外（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杭州晓风书屋店员陈骁在书店内
（8 月 24 日摄）。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杭州 28 路公交车驾驶员、53 岁
的全国劳动模范孔胜东在公交车上（ 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杭州环岛宾馆大堂经理何亚斌在
宾馆前台（8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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