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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一个埃及特级橙子的中国之旅
外商：我们感受中国对外开放的诚意
“法老王眷恋的美味”——埃及橙子，你是否
品尝过？埃及与中国相距遥远，但当世界拥有了
开放与合作，距离便不再是问题。在国内购物网
站的宣传画上写着，埃及橙子还得到“非洲阳光
的眷顾”，昼暖夜凉让其累积更多养分，而埃及的
母亲河——尼罗河又为橙子生长提供了丰富水
源。这些或许让埃及的水果商有十足的把握做
到“出口中国的鲜橙都是特级和 A 类产品”
。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前夕，记者走访埃
及水果出口商、尼罗河国际贸易公司的包装厂，
看一个个小小的埃及橙子如何经过精挑细选，最
终搭上“一带一路”的巨轮，漂洋过海走进中国人
的家庭。
量身定制“特级和 A 类”橙子
因为距离和航运的限制，埃及橙出口商、尼
罗河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阿什拉夫·阿达维几年
前从未想过能把自家的橙子出口到中国。如今，
中国市场对他来说，从遥不可及到日趋牢固。
“我
原以为进入中国市场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没想到
过程非常顺利。中国市场的开放度超出我的想
象，办理手续一点都不繁琐，只要各方面质量达
标，中国愿意向世界敞开大门。”同《环球时报》记
者聊起埃及橙子的中国之旅，阿什拉夫有很多感
慨：
“我们在做市场调研时，也在中国的水果市场

看到不同国家的水果，如菲律宾香蕉、越南火龙
果、新西兰猕猴桃、智利车厘子等等，我们感受到
中国对外开放的诚意。”
刚开始尝试时，虽然对中国市场有所期待，
但当时只想“试试水”的阿什拉夫对中国客户的
需求一无所知。阿什拉夫回忆说：
“质量和信任
是我们起初碰到的最大难题，因为我们彼此不了
解，所以起步还是有点艰难。
”
对埃及橙出口商来说，还有一个标准的问
题。埃及橙皮薄肉厚，汁水充足，仔细品，会有一
股独特的橙香。但由于地处沙漠地带，橙子的表
皮可能没有那么光滑，个头也是大小各异，但中
国市场对果品要求非常高。据阿什拉夫介绍，中
国海关针对尺寸、形状和品相严格制定标准，次
品率不得高于 5%。在他们的产品中，起初只有
不到一半的橙子符合标准。阿什拉夫随后为出
口至中国市场的橙子开辟专门的果园，从种植技
术上进行改进，严控产品质量，力求做到保证农
药残留度、品相、酸甜度、成色等各方面都符合中
国标准。他夫告诉记者：
“在检测环节，我们更是
从法国购买专业设备严格分拣，保证出口中国的
鲜橙都是特级和 A 类产品，
安全、好看且可口。”
中国是埃及果农的“福地”
因为橙子，阿什拉夫与中国的缘分越来越

深，他每年至少到中国实地调研 3 次，走访北京、
上海、广州、郑州等销量较好地区的水果市场，了
解客户反馈。他兴奋地告诉记者：
“如今埃及橙
在中国很受欢迎，相比美国橙和澳大利亚橙，埃
及橙物美价廉，出口量逐年上升。两国人民也通
过橙子加深认识，我现在可以说是半个‘中国
通’，中国客户也因为橙子想要了解埃及，橙子让
两国紧密相拥。”
不仅如此，为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阿什拉
夫果园的橙子种植面积近两年也不断扩大，雇埃
及当地果农、包装工人的数量每年都有 20%到
30%的增长。因为出口量大，
工作量增加，
果农和
工人的收入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据记者了解，一
个包装厂工人每月收入 3000 埃镑(约合人民币
1200 元)，
这在埃及当地已算不错。包装厂工人艾
哈迈德由衷感叹：
“我的生活因中国进口埃及橙
子而改变。”埃及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全国有超
过 1/3 的人口从事农业。埃及园艺产品出口促进
协会主席贝勒塔吉曾表示：
“埃及有不少农村人
口生活依然贫困，每年的农产品供应过剩，如果
有国际市场支持，可以帮助埃及促进就业，提高
贫困人口的收入。
”
从出口额来看，
埃及 2017 年对
华鲜橙出口额达 8000 多万美元，
成为中国进口鲜
橙第三大来源地，
仅次于南非和美国。
据（
《环球时报》
）

看天下

外媒称男性职业更易被取代

人类未来城市将由机器人建造
英媒称，曾有分析说，男性职业比女性职业
更容易被自动化技术取代，因为女性较少从事那
些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工作。人工智能时代，机器
人能替人类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可能会消除某
些职业的性别差异。
据 BBC 中文网日前报道，世界许多国家都面
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本尤甚。BBC 商务记者
贝尔顿观察了日本建筑行业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
问题，说那里的建筑工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机器
人取代。他还由此预言说，人类未来的城市将由
机器人建造。
57 岁的坂本在日本最大的建筑公司清水建
设株式会社工作。他属于头发变白，人数减少的
工人大军中的一员。他说：
“ 数据显示三分之一
的（日本建筑）工人年龄超过 54 岁，而且他们正在
考虑不久就退休。而且今后也不会有年轻的建
筑工人接替他们。”他说，
“30 岁以下的劳动力数
量刚超过 10%。”
目前他们在大阪高层建筑上使用机器搬运
工，它的工作主要在夜间从地上把沉重的石膏板
搬运到需要的地方。坂本说：
“你能想象吗，建筑
工人来到工地的时候，所有材料都已经准备就
绪。机器人搬运工甚至在夜间工作。
”

机器人在一个领域会受益于速度超快的 5G
移动网络。良好数据连接让多个机器人能更容
易彼此合作。许多小机器人能够组成“集群”分
头做同一件工作的不同部分。一个例子就是新
加坡南洋技术大学正研发的合作 3D 打印机器
人，它们各自都能按照电脑图示打印浇注水泥。
一个机器人学会了这种做法，
“集群”里的所有机
器人能够跟进模仿。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还在开始使用其他种类
的机器人。焊接机器人焊接钢梁，而“机器伙伴”
负责安装螺栓和天花板。机器人搬运工能够看
到并且绕开障碍，而机器人焊工用激光测量形
状，精确把握被焊接物体的形状。
坂本说，
“劳工短缺是个全国性问题”
，
在工地
上的机器人肯定会越来越多。清水建设株式会社
表示，
到2025年，
日本的建筑工人数量会从2014年
的340万减少到220万。而这不仅仅是日本面临的
问题，
而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建筑行业面临劳动
力减少和老龄化问题，会使用越来越多的机器
人。机器人把对人力的依赖减少了 70%-80%。
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和中西部经济政策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说，
到 2057 年，
在美国将近一半的建筑工
作可能全部由机器人完成。
（据参考消息网）

移民潮 当地时间 2018 年 11 月 2 日，墨
西哥连接 Ciudad Hidalgo 与塔帕丘拉的公路
上，
中美洲移民继续向美国挺进。
（据新华社）

日本包装展 当地时间 2018 年 11 月 1
日，法国巴黎，2018 年度日本国际包装技术
展览会在巴黎开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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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恐惧症”在日本蔓延

在推特网上，日语标签“不上学
要因素，是太过严苛的校规。在日
并非不幸”正在收集话题。标签的说
本，
“黑色校规”已成为社会问题。一
明写道：8 月 19 日，一场“不登校”学
些学校禁止学生吃午餐时交头接
生聚会在日本 100 个地点举行。活动
耳。广岛县一所初中规定，午餐剩饭
发起人是 24 岁的小幡和辉，他希望此
的人要被全校广播点名批评。虽然
举能让社会对不愿上学的孩子抱以
文科省竭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效果并
更多同情和理解。
“9 月 1 日是自杀的
不理想。2016 年，岩手县一名初二男
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写道， 生因被教师欺负而自杀，而该校是文
“你不必到学校赴死。”
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
7 月 11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
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报道，
了 2018 年度《问题行为/拒绝上学研
2017 年 9 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发
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该国每年缺
色被学校劝退，一怒之下将学校告上
课 30 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
法庭。这名女孩的头发天生是棕色，
了 6.1%，达 13.3 万人，占在籍学生总
老师要求她染黑，否则就退学。
人数的 1%。按一个班级 30 人计算，
试图获得父母更多关爱，也是孩
这意味着超过 4300 个班级空无一人。 子们“不登校”的原因之一。日本沉
近 20 年来，日本中小学就学人数
重的生活压力下，很多父母既无时间
持续下降，
“不登校”情况以每年增加
也无精力照顾孩子，使得孩子以出格
近 1 万人的速度连年恶化，小学生“不
的方式获取关注。
“我想多看看父母，
登 校 ”的 增 速（10.4%）超 过 初 中 生
我一天也没机会跟他们说上几句
（4.9%）一倍；13 万名逃学者中，超过
话。”曾经的“不登校”儿童棚园正一
一半是长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
告诉日本《朝日新闻》。
个独特的概念。根据文科省的定义，
24 岁的楢崎唯对此感同身受。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
最糟糕的回忆是受抑郁症折磨时，父
达到 30 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
母却告诉她：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
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
“不
苦，不只是你。”
“哦，连父母都不承认
登校”
是学生主动地长期逃学。
我的痛苦……”
她对《东洋经济》说。
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 7 种
讨论“不登校”问题的同时，日本
类型的“不登校”：母子分离造成不安
社会积极探讨解决之策。教师家访、
型、情绪混乱型（情绪低落，头疼肚
单独辅导等措施是“标配”。枥木县
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对学习提
宇都宫市从 2007 年开始实施“缺勤一
不起兴致）、人际关系型（恐惧校园霸
天就打电话，连续两天就家访”政策；
凌而拒绝上学）、应激性精神障碍型、 名古屋市在网上公布了详细的“不登
发育障碍伴有学习障碍型。过去， 校对策基本构想”，目标是在追踪孩
“不登校”只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现在
子心理状态的同时，减少父母的焦虑
高中和大学生也会“不登校”
。
并给予支持。
面对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些人尽其所能，为救助“不登
日本社会起初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
孩
校”的孩子而奔走。为了告诉孩子们
子不上学？打一顿就好了。那时，
家长 “你不是一个人”，减少他们的孤立和
和老师都相信不上学是因为懒散或者
绝望感，并提供更多出路，专门的信
不够勇敢，
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
“不登
息渠道被建立起来。
“ 就算不去学校
校”
孩子承受了更多压力，
结果适得其
上课，也能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这样
反。上世纪90年代，
几乎每年开学季都
的先例很多。我认为，得知这一点会
有学生自杀的新闻传出。
令你的焦虑消失。”小幡和辉对“不登
日本政府和社会开始痛定思
校新闻”
说。
痛。他们发现，很多孩子不愿上学并
在日本，
“无法适应集体生活”是
非是厌恶学习，而是受制于种种外部
十分严重的问题，
“不登校”的孩子在
因素，其中校园霸凌首当其冲。文科
升学和求职中都会遭遇重重歧视。
省的报告显示，近 80%的“不登校”学
2017 年 9 月，东京上野动物园发
生有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
声支持“不登校”
的孩子们。动物园在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
推特上贴出亚洲貘幼崽的照片，并配
多。一些孩子处理不好与教职员工
文道：
“亚洲貘遇到敌人时，会一溜烟
的关系；33%的孩子无法适应学校的
躲进水里。请不要顾忌旁人的眼光，
社团活动，为躲避这种半强制性的集
有必要就逃跑吧！如果无处可逃，欢
体活动，干脆不上学。
迎来动物园。这里有很多的动物在
与校园霸凌不相上下的一个重
等你。”
（据《青年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