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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故乡·大美山东》
影像艺术作品展
吸引土耳其观众

新华社安卡拉 7月 9日电（记者

施春）《孔子故乡·大美山东》影像艺

术作品展于7月8日晚在土耳其首都

安卡拉开幕，优美的摄影佳作折射出

古今交汇、多姿多彩的泰山文化，吸

引了逾百名当地观众到场参观。

据介绍，土耳其是《孔子故乡·大

美山东》影像艺术作品海外八国巡展

的第一站。选择土耳其，是因为它是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一带

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同样拥有古

老文化和璀璨文明。

共有十余位中国摄影家的作品

参加本次展览。展览希望通过图片

展示山东的泰山文化、孔子文化，展

现其悠久历史和深厚人文底蕴，传

达中国人民对世界和谐繁荣的美好

祝福。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邓励在致辞

中说，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以儒家思想为

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留

给中国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贡献给

世界的精神财富。相信随着中土两国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深入推

进，双方人文交流将更加密切。

这次活动在中国国家艺术基金

管理中心支持下，由中国驻土耳其大

使馆和土耳其昌卡亚区政府主办，中

国山东艺博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和安卡拉摄

影家协会联合承办。

生育子女多
的妇女被称为“英雄母亲”

为了鼓励国民生育，俄罗斯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将每年 9 月 12

日设为“怀孕日”，这天所有已婚

夫妇可以不用上班，在家专心“造

人”。值得一提的是，2006 年，俄

罗斯颁布实施了“母亲基金”法

案，从收入、教育、住房、就业及社

会保障等多个层面深入挖掘了俄

罗斯人口增值潜力，这个法案对

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

提供补贴。2006 年时，孩子的父

母在孩子未满 1.5 周岁期间可以

享受的最低生活补贴额是一胎每

月 1500 卢布，二胎或二胎以上补

贴 3000 卢布。

在俄罗斯当地，生育子女多的

妇女会被人们称为“英雄母亲”，不

仅放产假3年，而且工资奖金照发，

职位保留到产假期满。为了让女性

在生育后没有后顾之忧，2013 年

12月俄国杜马通过法案，确保生育

三个孩子的女性可以有4年半的产

假在家照顾子女，并且会获得一定

的补助。

世界上第一个对
男性休产假立法的国家

瑞典政府在鼓励生育上所下

的功夫，的确令大多数国家自叹

不如。瑞典政府认为，生宝宝不是

妈妈一个人的事儿，父亲也必须

承担责任。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立

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的国

家。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

的社会保障部门还设立了奖金，

在休够法定的 60 天产假后，父母

每 多 休 30 天 产 假 ，就 可 多 领 取

3000 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

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

每人休假 240 天，这对父母可领

取 135000 克朗的最高奖金。

此外，根据瑞典法律规定，准

妈妈们可以在预产期前7周开始休

预产假，在孩子 8岁或读完小学一

年级之前，父母可以将自己的工作

时间缩短最多1/4。

全面人性化的母
婴保健福利

作为北欧高福利国家典型的丹

麦，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为

了鼓励人们生育，政府不仅为产妇

和奶爸提供了充裕的产假和生育

津贴，还提供了极其完善周到的母

婴保健。

在丹麦，孕妇一系列保健检

查、生产费用都是政府买单；宝宝

满周岁后，还会有政府付费的护士

定期上门探访；父母甚至不需要为

孩子的奶粉和尿布花钱，领取生育

津贴后，一直都不需要再行纳税。

小镇推出生娃
儿就送小奶猪的政策

2003年的时候，西班牙的一个

小镇推出了一项史上最萌的生育

鼓励政策：每生一个宝宝就奖励一

头价值 300 美元的伊比利亚小奶

猪。原来，这个小镇盛产火腿，一头

伊比利亚小猪的身价远远超过一

个宝宝一年的尿布花销。

暂且不论这小猪有多大的吸引

力，公共部门能颁布这样的“政

策”，这着实说明西班牙的人口问

题很“着急”。

事实上，由于经济、历史和观念

的原因，西班牙的生育率逐年下降，

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西班牙政

府为了鼓励年轻人生育，对生育孩子

的父母每个月补贴300欧元，生育的

子女越多，补贴的额度就越大。

假期、补贴
双管齐下

为了鼓励生育，澳大利亚政府

和企业都用金钱和假期奖励和帮

助家庭。澳大利亚政府实施每次最

多 18 周的带薪产假政策，如果将

18 周拆分成 36 周，虽然每周的薪

水减半，但产假可以延长到2年，即

使36周之后自己还想休假，也不会

被单位解雇，只不过不享受薪水而

已；而政府连续 18 周会每周给予

500澳元的奖励。孩子上幼儿园后，

父母只需出一半费用，另外一半由

政府补给幼儿园。

在澳大利亚，生产住院期间，

几乎不用花一分钱，每天除了助产

护士照顾，住院医生还会进行细致

的例行检查，并配有专业的护工配

送一日三餐。在医院候诊期间，基

本不用排队，只要事先和诊所约

好，基本刚到医院就可以看病了。

生得越多，补贴
越多

在社会福利方面，为了保障女

性在生育前后可以获得足够的假期

保障，日本完善了育儿休业制度。女

性在生产后，产假和育儿假期合起

来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孩子生

病，对生病儿童的照顾也算休假。日

本小孩上幼儿园的费用50%以上是

由国家负担，每个家庭所需负担的

费用根据收入状况来决定，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这对家庭经济状况不

好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生育鼓励。在

社会政策方面，通过《少子化社会对

策基本法》明确了政府和地方机构

的责任，一方面，为初中及以下孩子

每月发放补贴，第一、二胎每月补贴

5000日元，第三胎之后每月补贴 1

万日元，而补贴的年限为小学三年

级毕业前；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上班

族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支持男

性休育儿假，提升男性抚养孩子、从

事家务的意识。

为低收入新婚夫
妇提供保障住房

2005 年，韩国政府颁布“低生

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鼓励生

育政策正式启动。至今，韩国已发

布了五个“低生育与老龄化社会基

本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2006-

2010）是要建立有利于生育与保育

的环境，为老龄社会反应系统奠定

基 础 ；第 二 个 五 年 计 划（2011-

2015）是要稳步恢复生育率，建立

起老龄化社会反应系统；第三、第

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将生育率

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平均水平并成功应对老龄化。

出台具体措施鼓励生育。例

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

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

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

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

以有 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

可领取 40 万到 50 万韩元的底薪，

并保留职位等。

从一揽子计划
到出台更多更细的措施

2001 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

鼓励婚姻和生育的一揽子计划，目

的是鼓励新加坡人组建家庭，结婚

生子。

新加坡政府在 2004 年和 2008

年对这一计划进行了完善。2012年

公布的《可持续的人口、朝气蓬勃

的新加坡：人口白皮书 2013》进一

步细化和完善了该计划，将该计划

的预算从原来的 16 亿新元增加到

20亿新元。在白皮书中，政府明确

继续鼓励生育，主要措施包括：帮

助单身人士寻找伴侣；确保已婚夫

妇可以更快地获得房屋，如为帮助

已婚夫妇建立家庭，建屋发展局将

会启动育儿优先配屋计划；针对新

生儿的养育提供了专门的现金奖

励和相关的医疗保险政策，如提高

婴儿花红计划的现金奖励等；加强

工作生活平衡措施，促进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提供更多的措施鼓励企

业参与“工作与生活和谐计划”计

划，为其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和

作息方案，如将生育保护期延长到

孕妇的整个怀孕期，延长育儿事假

时限，完善领养事假等；改善高品

质的、实惠的、方便的儿童保育服

务，为父母提供儿童保育选择。

（本版编辑综合）

中英科技创新论坛
着眼“下一个40年”

新华社伦敦7月 8日电（记者 梁
希之）为期两天的中英科技创新论坛

7月 8日在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开

幕。论坛以“中英科学、技术与创新合

作：下一个 40 年”为主题，重点探讨

如何进一步改善中英两国在基础研

究、创新方面的合作。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马辉在

开幕致辞中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

英科技合作不断深化，创新合作成果

丰硕，形成了“顶层战略画蓝图，政府

资金做引导，平台建设为亮点，新兴

业态发展快”的合作态势。展望未来，

中英创新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拥有广阔的前景。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名誉理事长方新说，希望中英两国学

者能通过本次论坛更加深入了解，并

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一起为中

英两国下一个 40年的科技合作贡献

一份力量。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副主

席克莱门特·琼斯勋爵说，中英在科

研领域的合作创新至关重要，他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对英国来说是一个

巨大机遇，中英两国在商贸和科技创

新领域可以在此机遇下实现双赢。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

政策研究会和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

院商学院主办。与会嘉宾主要探讨

中英科技和创新合作的机遇和挑

战，跨国技术与创新政策合作等焦

点问题。

对于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

坦城市希伯伦的13岁女孩巴娅来说，

7月 8日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她第

一次来到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北部

的一个海滩，第一次亲眼看到大海。

从大巴车上下来后，她和另外

近30个孩子尖叫着扑向大海，他们

在海里随着海浪时起时伏，激动地

欢笑、嬉闹……

巴娅说，为了这次活动，她一大

早就和妈妈从家里出发。要前往特拉

维夫，必须穿过希伯伦附近的以色列

检查站。在这里，她们排了两小时的

队。虽然很疲惫，加上天气炎热，但

“终于看到了大海”，除了用“开心”

这个词形容这次旅行外，她还有自己

的意外发现：海水是咸的！

这次巴勒斯坦儿童看海活动由

以色列左翼民间机构“检查站观察”

组织。该机构由几名以色列妇女志

愿者组成，她们反对以色列对约旦

河西岸的占领，支持巴勒斯坦人在

其土地上自由行动的权利，反对限

制巴勒斯坦人自由通行的以色列检

查站。

据“检查站观察”网站介绍，自

2001 年成立以来，该组织成员定期

到约旦河西岸监测检查站和巴勒斯

坦村庄的情况，通过展示以色列占

领下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不公待遇，

希望影响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舆

论，帮助巴勒斯坦人摆脱困境。

阿米拉是该机构的志愿者之

一。她介绍说，巴勒斯坦的相关组织

负责在约旦河西岸召集孩子，她们

协助这些孩子和母亲获得以色列方

面颁发的通行证。每年她们拿到的

名单很长，而最终能成行的孩子却

不多。今年她们将一共组织25批来

自巴勒斯坦不同地区的孩子参加这

项活动。

她说，许多巴勒斯坦人的梦想

是去阿克萨清真寺做礼拜、用珍藏

几十年的钥匙打开故居的大门、到

特拉维夫看海……能够帮助他们实

现一个梦想，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吉哈德是一名来自希伯伦老城

的母亲。希伯伦老城被一分为二，阿

拉伯人居住区和犹太人居住区也隔

离着，以色列在城内设立多个检查

站。她说，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都

要过检查站，行动很不自由。而现

在，来到海边的他们感到无比放松

和兴奋。她希望有一天巴勒斯坦土

地上再也没有人为设置的障碍。

阿米拉介绍，组织看海活动的

想法源于“检查站观察”一名志愿者

的一次经历。这名志愿者曾邀请一

个巴勒斯坦家庭到特拉维夫。那是

某年的冬天，但这家的孩子全然不

顾天冷风大，在海里玩得不亦乐乎，

于是她们决定帮助更多巴勒斯坦孩

子实现看海的愿望。

类似的活动她们已经连续组织

了13年。阿米拉说，她的梦想是，有

一天她们不用再组织这样的活动，

巴勒斯坦人看海，可以想来就来。

（新华社 吕迎旭 陈文仙）

“我的中文名字叫路景茂，是中

文老师起的，寓意是在我学习中文

的路上会有美丽的风景和茂盛的鲜

花。”7月4日，在新西兰惠灵顿举行

的 2019 大洋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

上，代表学生发言的新西兰毛利族

小伙贾穆·鲁兰-乌玛塔身着暗红色

中式长褂，以流利的中文开场白引

来热烈掌声。

“老师是对的。我，作为一名17岁

的新西兰高中生，今天，已经因为会说

中文，找到了工作，认识了许多朋友，

去了很多地方。这些，难道不是我学习

中文路上的美丽风景和鲜花吗？”

他接着说：“很多人都觉得中文

的声调很难学，但是我觉得学习中

文最有意思的就是声调，就像唱歌

一样。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为喜欢，所

以学得好。”

路景茂来自新西兰北岛中部的

罗托鲁阿男子高中，学习中文已有5

年。该中学十年前开设中文课，拥有

新西兰最早的孔子课堂。校长格林特

（中文名葛林涛）认为，中国是新西兰

重要的贸易伙伴，新西兰年轻人应该

学习中文，所以他一直积极推广中文

教学。从2009年起，中文成为罗托鲁

阿男子高中唯一的外语课。

十年来，该校选手在“汉语桥”

中学生中文比赛中表现优异，连续

七年进入新西兰赛区前四名。学长

们的优异表现一直是路景茂前进的

动力。他刚刚获得惠灵顿赛区高中

组第二名，已晋级新西兰赛区决赛。

路景茂说，他现在在一座毛利

文化村当导游兼中文翻译。因为工

作关系认识很多中国人，当他们看

到一个毛利小伙会说中文的时候，

都非常开心。

“语言是最好的交流工具，是中

文把我和中国还有中国人紧紧连在

了一起，我的很多中国朋友把我当成

了他们在南半球的小兄弟，我看到中

国人都像见到亲人一样。”路景茂说。

路景茂的中文老师陈雯文在该

校从事中文教学也整整十年了。陈

老师介绍说，除了中文语言知识，中

国文化也始终贯穿于教学中。她认

为理解中国文化对于培养学生的沟

通交流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她希望学生未来都能成为跨文化交

流的使者。

对此，路景茂深有感触。他说，

学习中文使自己具备面对未来的能

力。“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座桥，一端

连着中国，一端连着新西兰。我希望

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年轻人能够学习

中文，成为中新文化交流的桥梁。”

（新华社 郭磊 卢怀谦）

新华社北京 7 月
8日电 德国一项新研

究说，在孩子幼年时

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

环境，会对孩子中学

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这项新近发表在

国际期刊《学校效能

与学校工作改进》上

的研究显示，学龄前

儿童的父母若能经常

给孩子读书或是讨论

书籍，就能够刺激孩

子的语言和数学等能

力发展，让孩子在中

学期间获得更好的阅

读和数学成绩。

研究人员以 229

名德国儿童为对象，

在他们 3 岁到 5 岁期

间 每 年 测 试 读 写 和

数学能力，然后在 12

岁或 13 岁时再进行

测试。研究者调查了

这 些 儿 童 的 家 庭 学

习环境，比如家庭拥

有 的 书 籍 数 量 和 父

母给孩子读书的量，

以 及 语 言 及 数 学 类

互动的质量等。研究

的 背 景 因 素 还 包 括

孩子的性别、父母的

受 教 育 程 度 和 社 会

经济地位等。

结果发现，良好

的家庭学习环境能提升孩子中

学时的学习成绩，文化类和数学

类互动有相互促进效果。文化类

互动不仅能促进孩子的语言和

阅读理解能力发展，还能提升他

们的数学技能；数学类互动也能

增强孩子的语言能力。

主持这项研究的德国班贝格

大学博士西蒙娜·莱尔建议，家

长应多与孩子进行各种类型的

互动，比如一起读书、在读书时

加入语言互动、一起讨论数字

等，这些经历可为孩子以后的学

习打下良好基础。

卡萨布兰卡
国际高校戏剧节闭幕

新华社拉巴特7月7日电 为期6

天的第 31届卡萨布兰卡国际高校戏

剧节7月7日在摩洛哥最大城市卡萨

布兰卡闭幕。

卡萨布兰卡国际高校戏剧节由

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大学文学与人

文科学学院主办，每年举办一次。本

届戏剧节以“戏剧与变化”为主题，由

法国担任主宾国，并邀请来自德国、

意大利、乌克兰、美国、韩国等国的戏

剧院校师生参加。

上海戏剧学院也应邀参加了本

届戏剧节，并在 4 日晚表演了作品

《白蛇》，该剧以现代戏剧表现手法讲

述了一段中国传统爱情故事，深深打

动了到场观众。

卡萨布兰卡国际高校戏剧节主

席、哈桑二世大学文学与人文科学学

院院长阿卜杜勒-卡德尔·戈内盖说，

希望能与上海戏剧学院建立更为深

入长久的合作机制，共同创作戏剧作

品，让更多摩中两国观众感受两国戏

剧的魅力。

编者按：

2019 年 7 月 11 日是第 30

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

基金将主题确定为 ：“25 年

人发会议：加速承诺”。

谈到人口问题，必然要

提及中国的人口增长现状。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2018 年末，我国全年出生

人口 1523 万人，比 2017 年减

少 200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0.94‰，比 2017 年下降 1.49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3.81‰ ，下 降 1.51 个 千 分

点。有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

口红利的逐渐减弱，老龄化

的问题将日渐突出。这也是

国家开始探讨一系列“奖励

生育”政策的原因。

所谓“鞋子合不合脚，只

有自己知道”，每个国家的人

口生育政策都与其国情息息

相关，并无永恒普适性的答

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

看他国鼓励生育的情况，或

许有可资借鉴之处。

世界人口日
盘点各国鼓励生育的政策

穿过检查站去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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