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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年的设计研发，中国自主研制
的首架大型客机C919于11月2日在上
海正式总装下线，这是继2008年中国宣
布将自造大飞机后，这款神秘飞机的首次
整体亮相，并计划在明年实现首飞。

C919的正式下线，意味着我国成为
世界少数几个具有大型客机研制能力的
国家，也将逐渐打破波音、空客的垄断。
那么，这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由中
国人自己设计的飞机都有哪些亮点呢？

亮点一：大机舱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
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飞
机，基本型混合级布局 158 座，全经济
舱布局 168 座，高密度布局 174 座，标
准航程 4075 公里，增大航程 5555 公
里。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吴兴世表示，大空间的客舱是
C919 PK同类竞争机型的必杀技。

吴兴世：机身特别的宽敞，在同类客
机里面机身宽度最大的一种，比737当
然要宽多了，比320也略宽。客舱里面每
个座椅比较宽敞、过道宽度也比较宽敞，
人站立的时候离天花板、以及两手展开
的时候与周围的行李架等等，这些个空
间宽敞，乘坐的心理感受会更好。

亮点二：先进材料更“瘦身”

C919 首次大规模采用了先进材
料，第三代铝锂合金材料、先进复合材
料在机体结构用量分别达到 8.8%和
12%，这也使得体型庞大的 C919 体重
反倒可以减重 7%以上。中国商飞上海
设计研究院结构设计研究部高工杨坤
说。

杨坤：最大的好处一个是性能的提
升，另外一个就是减重，因为对民用飞
机来说，重量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
对飞机的整体减重在 7%以上，这会让
飞机多装几个人，这对航空公司来说经
济性强，收入会有很大提高。

亮点三：“私人医生”为安全护航

为了保证飞机的足够安全，C919还
配备了专属“私人医生”，也就是“状态
监控与故障诊断系统”。吴兴世透露，这
套系统是不折不扣的C919私人订制。

吴兴世：目前在役使用的波音 737
和空客 A320 上面还没有，这是我们一
大特色。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飞机有
一点小的故障的时候，可以随时向飞行
机组提出警告，如果故障比较严重，会
影响飞行的情况下，它会提出让你及时
的应急处理。此外，随着飞机交付使用，
数据的积累，以及健康和管理这方面理
论和实践的发展，它还会起到诊断的作

用，判断飞机的使用安全和可用的目
标，相当于随时判断人的健康状态。

亮点四：“环保经济”性价比更高

从孕育之初，C919就被赋予了“更
安全、更经济、更舒适、更环保”等特性，
吴兴世说，目前看，C919做到了。

吴兴世：比现役的 737和 A320 用
的发动机都大，发动机直径相当粗，特
点就是油耗特别低，也就是省油，产生
的噪声也比较小。所以这个飞机设计很
要害的地方就是怎样充分利用它的优
点，使得总的收益最好。现在看来呢这
个目的是达到的。

挑战波音空客垄断

除了技术上的亮点，C919大飞机
进入市场还要有商业上的成功。截至目
前，C919已经收到了来自 21 个客户的
517架订单。而未来，C919的市场化之
路更值得期待。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共有3.9亿人次
乘坐飞机出行，并将继续保持比较快速
的增长。未来20年内，中国市场将需要
新增5541架干线和支线客机，其中 2/3
就是像C919这样的单通道喷气客机。

但目前，我国大中型飞机几乎完全
被波音和空客所垄断。而早就发力中国
航空市场的波音和空客显然不会拱手
相让，C919能有多大的竞争力呢？中国
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航空运输服务研究
所所长邹建军分析，各方竞争力涉及到
多个方面，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价格”：

邹建军：比如机型的性能、成本、舒
适性；另外，我们的市场不只是中国市
场，我们要把目光放得更远，是否能参
与到国际的供应体系去。某种意义上，
国产飞机没有进口关税。航空公司买的
话成本会低一些。

不仅站稳国内
也将狩猎国际市场

根据工程发展阶段计划安排，C919
将在明年首飞。此外，C919有望在6年
内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安全认
证，确保C919能够被国际市场所认可。
中国商飞公司试飞中心副主任谭祥升
表示，得益于国产大飞机的新技术和新
材料优势及我国国产化的需求，未来
C919将打破波音和空客的垄断，不仅站
稳国内市场，也将狩猎国际市场。

谭祥升:我们有自身的优势。国内
市场很大，我们有能力满足；中国是世
界加工厂，制造成本和运营成本有一定
竞争力；这个飞机也有后发优势，用了
新的技术、发动机、材料，经济性上有一
定竞争力。 中国广播网

首架国产大飞机亮相 挑战波音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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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站
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中国将如何
落子布局？备受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五
中全会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
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
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
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
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
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此次全会提出的 “坚持开放发
展”这一理念不仅强调了中国继续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还进一步明
确了实施该战略的路径：发展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无疑，这一理
念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构建
中国开放发展新格局指明了方向、思
路和着力点。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历经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然
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棋局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方面，在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竞争由
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转变为在产品某
个环节、任务和功能上的竞争；国内
生产要素方面，劳动力、土地、自然资
源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等。中国传统
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近年来，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新
任务，中国致力于加快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
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
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
区网络。2013 年，习近平出访中亚时
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把建设“一带一路”摆在调整区
域经济结构三大任务之首。此外，中国东
盟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中韩、中澳、中欧以
及亚太自贸区等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
区域合作机制都在积极推进之中。

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顶层设计
至关重要。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发展更高
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并明确了具体措施，
如提高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
文交流、推进双向开放、提高边境经济合
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等。如中
国提出打造“中巴经济走廊”经济大动
脉，南起瓜达尔港，北至中国新疆喀什。今
年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总值 460
亿美元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这些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大战
略，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构建更
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推动我国经济持续
发展和促进世界经济合作，都将产生重
大深远影响。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旧的机
构、旧的机制、旧的规则，对全球性的困
境和问题的举措乏善可陈，亟需新的力
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中国作为全球
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世界经济最
强有力的增长引擎，必将继续为促进世
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建设发挥举足轻重作用。此次全会
强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鲜明地
表达出中国要更加深入地参与未来全球
经济治理的主动而强烈的担当。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不仅要看到我
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
会对我国的期待”。2014 年，北京
APEC 会议、G20 集团领导人峰会、中
国 - 东盟领导人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
议密集召开。中国领导人与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就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区域
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阐述主张，发
出中国倡议、提出中国方案，体现出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良好形象。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一
些经济体对亚投行的态度由消极观望转
为积极加入以及与更多国家签署自由贸
易协定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表明中国
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的发言权和话语
权得到了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这
些倡议和贸易协定的推动将为中国和世
界经济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可
以说，今后的开放发展不仅仅追求中国
产品、产业的市场优势，更包含国际规则
的优势。

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制定十三五规
划前召开的重要会议。在此会议上强调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为在未来五
年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在全球经济舞
台发挥更大作用释放出的重要信号，也
表达了中国对“坚持开放发展”的坚定
决心与信心。

积极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应，它提
供的是有利于全体社会民众的产品。根
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指
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
源、服务等。例如，中国出口海外的高铁
和核电都属于公共产品范畴。依国际惯
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强大
的世界大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
供者。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与发言权，很大程度表现在能否提供符
合国际规则的产品。

中国近年来的不少倡议和主张，比
如“一带一路”，就是致力于为区域内国
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贸易和投资
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等，本质上就是提供
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60

多个，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其中一些国家与中国具有经济互补性，
市场潜力巨大。沿线诸多国家对基础设
施建设和一些公共产品需求很大，而中
国在基建领域优势明显，在货物贸易领
域也积累了大量经验，“一带一路”的推
进不仅对国内产能可以形成疏导，也可
以带动当地及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互利
共赢。此外，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丝路基金等机构即将发挥的作用也值得
期待，将为开展境外经济合作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

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
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必将成为 “十三
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对外开放过
程中的新亮点。正如习近平所表示，中国
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
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
列车”。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随着积极
参与提供公共产品而得以提升。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
影响比过去大大加深。按照国家统计局
的测算，2011 至 2014 年，中国经济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
今年上半年，中国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
献率在是 30%左右。未来，随着综合国
力进一步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全
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也将负起更多
的大国责任。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
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中国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开放；
一个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
是重大利好。“十三五”将呈现一个更加
开放的中国。在中国与全球经济进行深
入融合中，致力于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
界的责任和贡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新格局，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
体，将造福中国人民，也将造福各国人
民。 人民网

大国棋局：中国落子“开放发展”新格局

文 摘

11月 2 日，在巴楚县胡杨
海景区，游客们骑车穿行在胡
杨林间。深秋时节，在新疆巴楚
县叶尔羌河中、下游的广袤地
区，连片的胡杨树林景色迷人，
黄灿灿的枝叶在沙漠间、水岸
旁随风舞动，奇妙美景处处显
现。巴楚县是我国胡杨林分布
最多的地区之一，原始野生胡
杨林面积达 316 万亩。

王 颂 摄

三维立体行车场景，真实可触的
操作台面，驾驶员每个操作上传后台
指挥系统，一旦失误直接影响模拟运
营的整条线路。11 月 2 日，由京港地
铁研发的 3D 模拟地铁驾驶室亮相，
该模拟系统在全国尚属首创。

据记者了解，目前，新驾驶员、调
度员及综控员在正式上岗前，都要被

安排至正式运行的列车、综控室、指挥中
心，在老师的带领下完成培训。但一旦出
现故障，实习生往往不让插手处理。11
月 2 日，京港地铁研发的模拟行车的培
训系统上线，它将调度员、列车司机、值
班站长、车辆段调度等多岗位进行联网，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所有岗位都要
配合处理，即便是新手也有机会处理各

种故障。
11月 2 日，记者在 3D 模拟地铁驾

驶室看到，列车前方屏幕中的 3D 动画，
带给人驾驶的真实感，司机前方的操作
平台与真车基本无差。

京港地铁公司副总经理顾群表示，
目前国内同类其他模拟系统处于非联网
运行水平，驾驶员、调度员在各自系统中

训练，缺少仿真及联动性。
据了解，该系统设置有 16 类 70 项

列车故障场景以及 13 类 82 项信号故
障场景，可进行仿真演练，以提高各岗位
处理实际故障的效率。未来，京港地铁新
员工都要先经过该系统考核才能上岗，
老员工也要每年定期“回炉”接受故障
考验。 京华时报

国内首创 3D模拟地铁驾驶室亮相

花 360 万元买一辆法拉利豪车，
开了一年发现竟是一辆出过事故的
问题车，车主将法拉利销售商告到法
院。近日，重庆市渝北区法院一审判
决此案，车商因为欺诈，按退一赔一
标准，判令支付购车人购车款及赔偿
款合计 720 万元。

据查明，2013 年 8 月 14 日，重

庆的龚先生与被告重庆一汽车销售公司
在法拉利展厅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以
360 万元价格购买一辆法拉利二手车。
今年春节，龚先生发现这是一辆事故车，
因多次协商无果，龚先生将销售商告上
法庭。

今年 5 月 7 日，渝北区法院立案受
理后，依法由 2 名审判员与 3 名人民陪

审员组成合议庭，于 8 月 12 日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法院经调查认为，被告应该知悉涉案
车辆发生过交通事故及维修等事实，但是
未告知原告龚先生，应推定主观上具有故
意隐瞒涉案车辆系事故车的事实，影响购
买人作出购买意愿及价格，依法应认定被
告在与原告签订《二手机动车买卖合同》

时存在欺诈，该合同应予以撤销。
法院认为，虽然 2014 年经修正后

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退
一赔三标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被
告欺诈行为发生于双方签订合同的
2013 年 8月 14 日，应适用 1993 年《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49 条规定退一赔
一标准，遂作出上述判决。 京华时报

消费者买到法拉利事故车车商被判双倍赔付 720 万

火爆上映的科幻动作电影 《蚁
人》，近日在成都双流机场上演了现
实版。11月 2 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
成都海关获悉，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成都海关在双流机场海关快件中
分别截获两批共 800 只活体蚂蚁。这
些蚂蚁被分别装在不同规格玻璃试
管中，体形较大，而他们均由德国汉
堡辗转而来成都。这是成都口岸首次
大批量查获活体蚂蚁入境。

成都买家
两次邮寄德国蚂蚁入境

10月 30日下午，成都海关双流机
场海关快件现场关员对当日进境的快

件实施机检，发现一个包裹的机检图像显
示包裹内装有大量试管形状的物品，管内
所装物品图像不详，存在图像疑点。

经查发现，上百只黑色蚂蚁被分装于
不同规格的玻璃试管中，体长1.5-2厘米，
每个试管底部装有少许清水用棉球堵住，
试管中部装有活体蚂蚁，试管开口端塞有
金属丝，现场估算数量为400只左右。

成都海关快件现场立即对该票包裹
所反映的收发件人、物流方向等信息进
行全面风险分析，深度筛查风险点。当
天，海关关员锁定发现同一个收件人的
另一个快件包裹即将乘货运专机从汉堡
途经迪拜、首尔，运往成都。

11月 1日，包裹到双流机场后，海关

关员立即予以现场拦截。经现场重点查
验，该票包裹中确为已分装于试管的黑色
活体蚂蚁，现场估算数量为400只左右。

蚂蚁违规入境
危害可能比白蚁大

据悉，这是成都海关在快件渠道首
次查获活体蚂蚁入境。成都海关相关负
责人表示，由于该快件收件人不能提供
相应进境活体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件等相
关文件材料，目前已转交给省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鉴定。

这其实并不是境外活体蚂蚁首次
“入侵”成都。去年底，四川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邮政口岸首次截获了 12 只从以

色列“偷渡”过来的活体蚂蚁。据该口岸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蚂蚁被截
获时是装在一个纸盒里的试管中。与此
次海关截获的蚂蚁类似，这些试管中也
有液体，两头塞着白棉花，大蚂蚁还生了
7只小蚂蚁。

经技术中心鉴定，去年截获的蚂蚁
为非洲弓背蚁和收获蚁，其中 5只大蚂
蚁均为待产卵的蚁后。这种蚂蚁生殖力
强，一只蚁后可产超过 3500 粒卵，如果
成了一定规模，蚂蚁群将呈几何倍数增
长。据悉，这种蚂蚁一般是买来当宠物养
的。但实际上它要吃木头，比白蚁的危害
还大，一旦入境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很
大威胁。 华西都市报

800只活体洋蚂蚁“偷渡”来中国 藏身国际包裹中被查

1917年，23岁的毛泽东写了一篇长
达 4000 余字的作文，名为《心之力》，
这篇作文震动了全校，他的老师杨昌济，
先是为这篇文章判了 100分，后来又加
上了5分，以体现对这篇文章无以复加
的赞许。《心之力》一文在当时就被广为
朗读传抄，并流传至今，且至今读来意味
无穷，依然令人振奋。

在《心之力》中，毛泽东提出的最特
立独行的观点就是：必须创立“新学”，
以代替传统的“旧学”以及当时流行中
国的“西学”。

毛泽东说：西学的基础是物质论，它
把人理解为动物，而新学的基础是“文
明论”，这种“文明论”认为：宇宙的本质
不是物质，而是生命力，生命力进入物
质、激活物质，从而产生了宇宙的进化过
程，而生命力注入人，则使人发展出高级
的心智，从而造就了“人心”。

王阳明说：“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
改”，而在《心之力》中，毛泽东正是把
“阳明心学”与进化论的思想结合起来，
从而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针锋相对地
提出了“创造进化论”的观点。

“大道”，即宇宙的本质，这就是生命
力进入物质，并改造物质的运动过程，而它
的最高成就，就是人心，即人的心智的发展。

宇宙之道，就是生命力的运行和进
化，而它的最高成就，便是有心智的人，
是人的心智的进化和培育，而这就是文
明的成就与硕果。

于是，《心之力》开宗明义，这样写道：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

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
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
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
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

中华文明的基础，就是文明论，而毛
泽东毕生对于中国的热爱，其实也就是
对于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赞颂与肯定：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
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
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与天地万物精
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
地球优雅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
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天地间公德良知
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历代先贤道
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之挥
洒自如，何等之英杰伟伦。

随后，这篇文章便尖锐地指出：与文
明论不同，“西学”的实质，乃是物质论，
它必然会发展为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
则、强盗逻辑，而盲目追随“西学”，就是
追随丛林法则、强盗逻辑：

细观西方魔盗侵杀之秘，以掠夺财
富之技巧攫取全球侵杀之辎重，以伪善
之攻心宗教幻化万国奴役之中枢。故无数
肖小愚昧弱国之政客尽被蛊惑麻痹，以自
卑万漏国体媚洋为奴，贱卖民脂国魂。

毛泽东更指出：“物质论”与“文明
论”的对立，就如同武侠中的“恶魔强
盗”与“神侠义士”之间的对立，而且，这
也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对立。中国的
现代使命，就是要在“文明论”的基础上
建立“新学”，以对抗那种把人等同于物
质和动物的“西学”，毛泽东认为，这种
“新学”与当时流行的“西学”基础根本
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举世兴原创睿智，立国显始做宏略。
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必缔造世界
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
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则洋
奴必兴亡国。

西方学教均显邪佞，如若任其纵横
世间，则人文尽毁。如神州中华新学宏
论，集古今大成之时，必为人类之新邦。
中华古国之敌，皆为西方邪恶之魔盗与
汉奸，与倭寇同仇，此仇无解，倍当警惕，
方可自救而救人，万勿混淆。

毛泽东以启示录式的语调揭示出，
这个奉行强盗逻辑和丛林法则的世界，
正在摧毁人类文明，而中华文明的衰亡，
就是人类文明衰亡的表现。

毛泽东提倡“新学”，这并不是主张
简单地抛弃“西学”而回到“中学”或传
统“旧学”，不是不顾世界大势而走向封
闭保守，实际上，他呼吁在全面地批判和
继承一切人类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去开
辟一个全新的时代。

《心之力》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第一
次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
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
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
“毛泽东思想”，但很显然，毛泽东立足
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
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 23 岁
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北京日报

青年毛泽东《心之力》特立独行倡“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