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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俄烏戰衝擊供糧
聯合國：
飢餓人口恐增逾千萬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日內瓦 10 日綜合外電報導）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今天表示，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小麥及其他糧食商品
出口量減少，使得未來一年全球可能增加 1100 萬至 1900 萬
長期挨餓人口。
路透社報導，烏克蘭戰事加劇全球糧食危機，使穀物、
食用油、燃料和肥料價格飆漲。俄羅斯和烏克蘭合計囊括全
球小麥供應的近 1/3，俄國還是肥料一大出口國，烏克蘭則是玉米和葵花油的一大供應國。
聯合國糧農組織市場與貿易部主任班貝爾哈山（Boubaker BenBelhassen）表示，這場衝突帶來的衝
擊， 「可能導致飢餓人口增加 1100 萬至 1900 萬人，這是從 2022 至 2023 年間的長期飢餓」 。
班貝爾哈山告訴媒體記者，這是依據烏克蘭和俄羅斯糧食商品出口減少數量所做的初步估計。
他說： 「受影響最大的國家，位於近東與北非地區，因為這些國家大量依賴自俄烏進口的糧食，尤其
是小麥，但也包括植物油和葵花油。」
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例如如孟加拉和印尼，也正受到 「高度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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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槍聲遍地響起
李著華觀點
槍聲遍地響起---嚴禁
嚴禁 ARAR-15
15 式步槍此其時也
碰！ 碰！ 碰！ 碰！ 碰！ 碰…………就在全美國仍然為德州羅伯小學 19 名學生和 2 名
老師遭到喪心病狂的兇手以 AR-15 式步槍槍殺死亡而哀禱之際，全美各州各地又不停的傳出來
了槍聲, 在維吉尼亞州與德州艾爾帕索兩所學校的畢業派對上分別發生了槍擊，導致 1 死 12 傷
的流血事件。 根據”今日美國” USA Today 報導, 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個週末, 在全美國一共有
17 人不幸死於槍支暴力之下, 是今年迄今為止發生最多最致命的大規模槍擊事件週末, 槍支毒害
生命, 已超過了新冠病毒對人體的肆虐, 這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槍枝檔案數據的分析，今年發生大規模槍擊死亡事件次多的周末是 5 月 13 日至 15 日
——當時有 14 人被殺，其中 10 人在紐約水牛城的一家雜貨店被殺, 而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至 1 月 2 日的周末，也曾造成了 14 人在大規模槍擊事件中喪生, 檔案也記錄了今年才 5 個月已
發生了 245 起大規模槍擊, 而在去年則有 692 起，是自 2014 年以來發生數量最多的。
從以上各項記錄看來, 所有重大槍擊的共通點就是歹徒都使用了 AR-15 式步槍, 那是一款直
接導氣式與旋轉式槍機, 因具備選擇射擊模式功能,是武力非常強大的軍用武器,曾在美軍打越戰
時使用過, 所以是不折不扣的攻擊性武器, 也因可塑性極高,可任意組合, 而成為美國人民最常見
的槍械,甚至被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稱之為”國槍”（America's rifle）, 所以如要嚴禁這種槍枝似
乎相當困難, 由於 AR-15 式步槍火力相當強大, 遠遠勝過警察所使用的手槍,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
次德州羅伯小學命案警察不敢貿然進入教室與持有 AR-15 式步槍的槍手對抗之主因。
共和黨議員之所以不願禁止 AR-15 的謬思是, 他們認為槍枝本身不會殺人, 會殺人的是槍手
, 所以可以從持槍人的心理改造, 因此他們連提高購槍人年齡都不願意, 只願去加強買槍人的背
景調查, 這是一種非常消極的態度, 上週末在芝加哥有一個 12 歲小孩, 竟拿著父母的槍枝打傷了
一個 8 歲的鄰居小孩,由此可見如果這個小孩的父母沒有槍支的話, 這一樁兒童槍擊案就不可能
發生, 試想想看,要完成心理建設那是需要多麼冗長的教育過程, 而禁槍, 尤其是禁止像 AR-15 式
步槍則是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 我們為什麼不願意去做呢 !

英國計劃燒毀數十億疫情防護裝備
（綜合報道）英國一家公共支出監督機構表示，英國政府計劃燒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匆忙購
買的數十億英鎊無法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
據美聯社報導，焚燒口罩、防護衣和其他設備發電的想法並沒有打動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正
在調查政府是如何花費 40 億英鎊購買防護裝備的，這些防護裝備因為有缺陷或不符合英國標準而不
得不被丟棄。
議會公共賬目委員會表示，政府計劃通過回收和焚燒發電相結合的方式，每月處理 1.5 萬個托盤
的設備。該委員會指出：“處置多餘和無法使用的個人防護用品的成本和環境影響尚不清楚。”
專業機構皇家護理學院的首席執行官帕特·卡倫指責英國政府讓數十億英鎊化為烏有。英國政府
表示，並非所有價值 40 億英鎊的設備都會被燒毀。
英國衛生部表示，只有價值約 6.7 億英鎊的個人防護裝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使用。該部表示，
一些多餘的庫存將被重新分配給牙醫使用，或捐贈給慈善機構、運輸機構和其他國家。
在一份報告中，賬目委員會發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衛生部在個人防護裝備上花費了
120 億英鎊，其中 75%因價格虛高和產品有問題而浪費的。
該委員會主席、反對黨工黨議員梅格·希利爾表示，個人防護裝備事件可能是英國政府應對疫情
中最可恥的事件。
她說:“政府揮霍了大量的錢，支付了高得離譜的價格，匆忙地向中間商付款，在此期間，他們
甚至連最草率的盡職調查都不做。”
政府部長羅賓·沃克週五承認，在疫情早期犯了錯誤。但他表示，這是一種完全前所未有的情況
，在一場衛生危機期間，世界各國都在爭相採購供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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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推翻新冠調查，
世衛推翻新冠調查
，不再否認實驗室洩露
【綜合報道】美國國防部日前在官網發布聲明，承認其在過去 20 年間，資助了 46 個烏克蘭
生物實驗室，而據俄羅斯方面的說法，這些實驗者中，只有 3 個能勉強稱得上安全。
不過五角大樓卻表示，此舉是為了改善烏克蘭“生物安全”，以及相關疾病的檢測問題，並
非從事不正當的研究。但他們的謊言，早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初，就被莫斯科給無情揭露了。
此前俄軍佔領了數座美國設在烏克蘭境內的生物實驗室，儘管後者已銷毀證據，可俄軍仍在
廢棄的設施中找到大量“黑料”。這段時間，莫斯科多次在網上公佈他們掌握的信息，其中一些
甚至直指新冠病毒，引發輿論嘩然。
然而，就在美國國防部自曝其短的同一時間，本應集中精力處理全球新冠疫情的世衛組織，
卻再次將矛頭對準了中國，開始配合美國之前炒作的“實驗室起源論”。
在當地時間 9 日，世衛發布了一份報告，以中國提供的數據不足為由，改口稱該組織對疫情
起源沒有定論，是否從實驗室洩露，仍需進一步調查。
這一結論直接推翻了世衛在去年公佈的調查結果，當時他們給出的結論是病毒“極不可能從
實驗室洩露”，對此，一些外媒認為世衛組織在起源問題上的態度已出現逆轉。事實上，上述變
化並非一蹴而就，早在今年 2 月份，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兩次對華致函，要求中方提供更多
證據。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 2019 年年底，向世衛通報了首個病例後，便第一時間提供了當年 9 月
至 12 月，整個武漢市近 4 萬名獻血者的血液樣本數據，但前者仍聲稱，無法明確病毒是如何最先
傳到人身上的。
世衛組織專家小組主席文特爾在接受美媒採訪時則表示，目前在蝙蝠身上發現的前體病毒還
不足蔓延到人類身上，因此人畜共患傳播存在著疑點。
上述表述不能說完全不對，只是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如果病毒最初不是在中國首先出
現，而是由境外傳入，那麼在武漢尋找病毒由動物向人傳播的證據，豈不是刻舟求劍找錯方向，
為什麼世衛就不敢到其他地方去查查呢？
近年來的種種證據都表明，美國的疑點很大，雖然我們不推崇陰謀論，可世界人民有知道真
相的權利。更何況終結謠言最好的武器就是真相，新冠病毒跟美國到底有沒有不清不楚的關係，
其實很簡單一查便知。
如此不符合常理的情況，與前文事件相結合，很難不讓人懷疑世衛組織不惜推翻之前的報告
，也要重新聚焦武漢實驗室，是受到了外力的干預。
新冠疫情發展至今已有三年，真正敢敞開大門讓專家組進來搞研究的卻只有中國，當譚德塞
找中國要數據時，或許更應該回答一個疑問，那便是為何不去新冠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均位列世

人手短缺 歐洲多國航空業碰壁

界第一的美國調查。
需要注意的是，拜登上台之後美國又重新恢復了對世衛組織的干預能力，後者與美國國防部
同一天發布報告，不排除是為了在輿論層面對沖，以分散外界注意力。
向來避談海外生物實驗室的美軍，此次披露在烏克蘭的生物設施，說明俄羅斯手中很可能確
實掌握了大量石鎚，因此為了降低負面影響，才選擇主動公佈部分信息。
但無論是美國政府亦或者世衛組織，最終都必須接受國際社會的審視。
【綜合報道】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歐洲
多國航空業人手嚴重短缺，今夏可能引發更多出
行難題。不少機場和航空公司呼籲招聘更多員工
，減少因航班取消帶來的影響。
北歐航空公司近 1000 名飛行員 9 日警告，
由於勞資談判破裂，他們可能從 6 月下旬開始罷
工。這些飛行員來自丹麥、挪威和瑞典。
北歐航空公司是北歐地區最大民航運營商。
飛行員工會認為，疫情暴發以來，他們一直幫助
公司渡過難關，但無法接受超過 30%的減薪。
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工作人員 8 日發起罷工
，要求加薪，導致近四分之一航班被迫取消。同
日，愛爾蘭瑞安航空公司等三家廉價航空公司的
機組人員發起罷工。
眼下，歐洲旅遊業正從疫情中逐步復甦。歐
洲大多數航空企業在疫情期間損失慘重，寄望於
今夏迎來出行高峰。
然而，受疫情影響，歐洲航空企業、機場過
去兩年來紛紛裁員，如今急於重新招募人手，但
上崗培訓需要時間，遠水難解近火，現有員工壓
力大增。
一方面，機場人手緊缺，難以應對當前客流

，滯留飛機和安檢隊伍排起長龍。另一方面，受
俄烏衝突等因素影響，燃料成本上升，導致機票
價格一漲再漲。通脹加劇也是機組人員要求加薪
的原因之一。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及旗下廉價航空運營商歐
洲之翼 8 日宣布，由於員工緊缺，將在 7 月取消
逾千架次航班，約佔週末計劃運力的 5%。
不少美國航空公司也因“招工難”而取消並
削減航班。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5 月因員工短缺被
迫取消 4%的航班；達美航空公司在 5 月底陣亡
將士紀念日假期取消約 700 架次航班，併計劃在
8 月前削減航班。
航空業分析企業西留姆公司數據顯示，加拿
大航空公司 6 月首周取消近 10%航班。加拿大航
空稱，因多種因素“被迫取消航班”，但總體飛
行完成率仍然很高。
為應對機場擁堵，愛爾蘭都柏林機場和英國
倫敦希思羅機場正不斷擴大安檢人員招聘規模，
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同意為員工加薪。
西班牙 2 日宣布，將在客流量較大的機場和
馬德里等旅遊目的地增僱 500 名警察，協助護照
檢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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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黑吃黑”，截了诈骗款
三名男子通过向他人倒卖银行卡赚钱，在此过程中，他们眼红电信网络诈骗者骗得的巨额资金，于是
利用掌握银行卡内资金流信息的便利，合伙将卡里的赃款私吞。前不久，男子吴某被法院以盗窃罪、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5.2 万元，两名同伙曾某、陈某均被法院以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3 万元。“前几天还有人劝我出卖银行卡，听了你们刚才讲的案例，真有
点后怕，幸亏当时没贪图这个小利，要不然就麻烦大了……”5 月 12 日上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
检察官在深入社区进行普法宣传时，一位居民看了宣传单上吴某的案例后感慨地说。

涉案银行卡“炒股”被骗 90 万元
2021 年 2 月初，江苏淮安的王女士与朋友聚会时被拉进
了一个微信群。一天，群里一位陌生男子主动联系王女士，
他自称是银监会的工作人员，希望跟王女士交个朋友。王女
士没有多想，就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在随后的聊天中，对方自我介绍姓赵，说因为工作原因，
他掌握着股市的内部信息，可以通过炒股轻松赚钱，但不方便
亲自操作，建议王女士和他合作炒股，保证稳赚不赔，王女士
拒绝了。此后，在赵某多次联系下，王女士答应试试看。
同年 3 月 15 日，王女士按照赵某的提示，下载了一个名
为“LMAX-交易平台”的 App。王女士根据赵某的指令进行
一番操作后，发现自己操作的账号里多出了几万元。于是，
王女士彻底相信了赵某的话，决定在该平台上投资。
第二天，王女士登录平台，注册了一个账号，并一次
性投资 10 万元，结果当天就赚了 1 万余元。此后，王女士
不断加大投资数额，所赚金额也不断上升。2021 年 3 月 20
日下午，王女士登录平台准备提现，却发现账号已被冻结
。王女士赶紧联系赵某，又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王女
士这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向警方报案。至此，王女士已经
被骗了 90 万元。
接到报案后，警方顺着王女士的资金流向展开调查，发现
王女士的钱被分流到多个银行卡账户，其中一个账户登记的身
份信息是一名叫吴某的福建籍男子。6 月 4 日，警方在福建南
平将吴某抓获归案。根据吴某的交代，警方又将吴某的同伙曾
某、陈某抓获。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倒卖银行卡
30 多岁的吴某在老家务农。2019 年 7 月的一天，吴某偶
然结识了中年妇女黄某，在交谈中得知黄某是收银行卡的，
黄某承诺每张卡每个月给吴某 500 元。吴某听了有点心动。
过了一个多月，黄某打电话问吴某是否有银行卡出售，并明
确告知她买卡是用来洗钱的。当时吴某正缺钱用，决定立即去办
卡卖给黄某。吴某先后前往当地5家银行，一口气办理了5张银行
卡，并将卡交给黄某，黄某当即向吴某支付了2500元。此后一段
时间，黄某果然信守承诺，每个月都会给吴某2500元。
过了两个多月，黄某给吴某打电话，说之前的银行卡都
不好用了，希望吴某再去办几张，但这次需要带 U 盾的银行
卡，并承诺这类卡办好后，每张卡每个月支付 1500 元。吴某
一听银行卡涨价了，立即办理两张银行卡并将卡交给黄某，
黄某当场支付了 3000 元。
2020 年 4 月的一天，吴某再次接到黄某的电话，问他是
否愿意去泉州帮忙取钱，每天工资 300 元。吴某问取钱是什

么意思，黄某没有解释，只说到了就知道了。吴某觉得待遇
不错，就爽快答应了。
到泉州后，黄某让吴某又办了三张银行卡，然后给吴某
买了一辆电动车，让他每天听指令并带着不同的银行卡去自
助取款机上取钱。10 天后，黄某通知吴某说自己的朋友被抓
了，让吴某立即回去。

合伙上演“黑吃黑”
回到老家，吴某又回到了每天干农活、打短工的状态。
2021 年 3 月底的一天，吴某突然接到曾某的电话，问吴某有
没有带 U 盾的银行卡，如果卡能正常使用，每张可以支付
5000 元。吴某当即说有，曾某便让吴某带着银行卡到约定地
点见面。
吴某带着银行卡前往一家宾馆。到了房间后，吴某发现
除了曾某，还有一名陈姓男子。闲聊中，陈某和曾某告诉吴
某，他们提供的这些卡被上家收买后都被用于诈骗，他们可
以把卡里的钱“吃”了，因为这些钱来路不正，所以没人会
找过来。于是，三人来到一家网吧，经检测发现吴某这张银
行卡的网银功能可以正常使用。在陈某的建议下，吴某将手
机号绑定到卡上，便于及时掌握卡里资金信息。
随后，曾某打电话给杨某联系卖卡事宜。听说有带 U 盾
的银行卡，杨某同意收购。第二天下午，曾某通知吴某带着
卡到指定地点与杨某见面。见面后，杨某支付了 1000 元定金
，表示等卡试过后再支付剩余的钱，吴某当场将银行卡、U
盾等一套东西交给杨某，杨某随后就将银行卡转卖了。
当晚 6 点多，吴某接到曾某的电话，说卡里已经有钱不停
地进出，让他迅速到宾馆会合。当发现卡里已经有 7 万多元时
，他们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要求将卡挂失。就在办理挂
失期间，又有钱进入，等手续办完，卡里已经有 11.2 万元。
就在三人高兴之际，杨某接到上线的电话，被质问为什么
卡里的钱突然只能进不能出，杨某赶紧打电话问曾某怎么回事
，曾某假装说不知道。与此同时，吴某、曾某和陈某三人来到
附近一家银行办理了银行卡注销手续，并将卡里的钱全部取出
。刚出银行，曾某又多次接到杨某的电话，曾某只好如实相告
，杨某随即提出也要分点钱，曾某答应。陈某和曾某各分得 3
万元，剩余的钱归吴某。陈某和曾某各自拿出 4000 元转给杨某
，并让吴某也转给杨某 4000元，遭到吴某拒绝。
2021 年 7 月 12 日，吴某被淮安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曾某、陈某被以涉嫌盗窃罪批准
逮捕；同年 11 月 15 日，淮安区检察院对三人提起公诉。鉴于
三人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
议，作出上述判决。杨某等其他涉案人员已被上海公安机关
抓获归案，目前仍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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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貶值，
日元貶值
，經濟陷入窘境
經濟陷入窘境！
！
【綜合報道】日元兌換美元匯率 10 日維持在 133 日元水準，此前一天日元匯率一度跌破 135
，距離約 24 年來最低點（140 左右）越來越近。在過去兩個多月，日元匯率貶值幅度已經超過
10%，較 2021 年初貶值約 20%。這讓近年來始終停滯不前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社會對此
怨聲載道。 10 日，日本重新允許外國遊客入境，急迫地想拯救經濟，但其中沒有中國遊客的身影
，日本旅遊經濟的損失不可謂不大。日本不斷出現這種聲音：日本應該將中國視為“救命稻草”
，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從而挽救深陷泥潭的日本經濟。
《日本經濟新聞》10 日報導稱，日元貶值將對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造成負面影響。大
和總研預測稱，如果按照 2022 年 1—3 月（116.2 日元）出現 10%的日元貶值計算，2022 年度實
際 GDP 將被拉低 0.05％。但目前日元匯率已經明顯低於上述水平，對 GDP 影響也將更大。日本
共同社 9 日稱，日本經濟同友會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於目前日元貶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73.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有“負面”影響。
日本大型服裝品牌優衣庫 7 日發布消息稱，將上調日本市場部分秋冬款商品價格，超輕羽絨
夾克從 5990 日元漲價至 6990 日元（約合人民幣 350 元）等。
日元貶值導致普通日本人的生活負擔也加重。東京某公司職員森島女士覺得優衣庫的漲幅
“有點高”，她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優衣庫衣服不算太貴，以往換季時會給自己和家人添置
幾件新衣，漲價以後打算不買或少買衣服。 “衣服可以不買，但是飯不能不吃，”森島說，目前
食材、調料、麵包、酒水等生活物資的漲幅至少有 10%，現在衣服也漲價的話，一家人衣食住行
算下來，將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紐約時報》稱，各國都在努力擺脫疫情帶來的經濟打擊，日本在這方面落後於其他國家。
日本消費者幾十年來習慣了穩定的物價，價格上漲已經“嚇壞了”他們，而疲軟的日元看起來似
乎會抑制國內需求，而不是刺激國外需求。
10 日，日本恢復接納來自全球 98 個國家和地區的訪日旅遊團。日本官方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
，在疫情暴發前的 2019 年，中國遊客在日本消費金額佔整體訪日外國遊客消費金額的 36.8%。
中國在日本經濟中的存在感有多強，可以在日本官方數據中得到體現。日本內閣府最新發布
的《世界經濟的潮流》調查報告顯示，和美國、德國等國相比，日本依賴於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種
類繁多。以 2019 年為例，在大約 5000 種進口品類中，中國占比超過 50%，而美國和德國的佔比
分別為 18.1%和 8.5%。
美國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日本岸田文雄內閣緊跟美國，不僅是外交安全領域的緊密捆綁，經

濟上還通過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促成經濟版“2+2”會談等方式對美國亦步亦趨
。日本高層最近還頻繁就台海問題發表挑釁言論，傷害對華關係。但同時，岸田文雄 5 月 26 日在
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稱，“必須和中國保持建設性關係”“日中之間溝通和對話很重要”。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鍵告訴《環球時報》記者，7 月參議院選舉將是對岸田內閣的一次考驗。疫
情應對方面為岸田贏得加分，但若經濟數據下滑則可能讓岸田在參議院選舉中丟分，要想發展經
濟，
日本企業界人士非常重視與中國的關係。 9 日，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會見日本豐
田汽車公司社長豐田章男。豐田章男錶示將進一步加強日中包括新能源等創新領域產業交流合作
，持續鞏固和深化兩國互利共贏。日本福岡貿易會、福岡•大連未來委員會會長土屋直知近日也
表示，日企如何在疫情和後疫情時代在中國投資興業已成為重要課題，希望盡快組團訪華，加深
經濟交流。
歷史上，日本有過多次組團訪華經歷。 2015 年 5 月，由日本旅遊業界相關人士組成 3000 人訪問
團，對中國進行為期約一周的訪問。該團由當時的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率領，也是當時
訪華規模最大的一支日本代表團。 2009 年，時任日本民主黨幹事長的小澤一郎率領 600 餘人訪華
，在全球引起轟動。日本訪華團訪華被認為有助於傳遞友好信息，加深中日經濟聯繫，開拓兩國
市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李毅 10 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不
僅僅是在當前經濟發展受阻的情況下，實際上日本國內始終存在呼籲和中國搞好關係、促進經貿
領域合作的聲音，只不過因為日本近來在政治方面“跳得過高”，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呼聲。
疫情暴發初期，日本政府號召日企改革供應鏈，搬遷至東南亞或者遷回日本，但響應的日企
有限。一位不具名的日企高管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優勢相當明顯，企業不可能因為政
府出台的某個政策大舉搬遷。他介紹說，日企有過將生產線遷往東南亞的先例，越南、緬甸等國
勞動成本確實低於中國，但當地員工技術水平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生產時間延長、殘次率增加
，計算下來總成本不一定比中國有優勢。
在當前日本經濟遭遇困境的情況下，加深和中國經濟合作，能否緩解日本經濟下行趨勢？李
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緩解一國經濟下行趨勢的因素十分複雜，不僅是經濟因素，還有政治
因素。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也包括日本政府的政策、企業界或是企業本身的情況。但無論如何
，包括日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加強和中國經濟的互動與往來終歸有“百利而無一害”。

武裝分子襲擊尼日利亞村莊殺死 32 人，當局派直升機交火
(綜合報道）尼日利亞西北部農村地區遭武裝分子襲擊，造成至少
32 人死亡。
當地一名村民所羅門表示，武裝分子襲擊了卡杜納州卡朱魯地區的
幾個村莊。該地區距離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約 230 公里。他說，襲擊者
從一個村莊轉移到另一個村莊，幾小時後才離開。
另一位村民烏斯曼·丹拉迪說，在卡朱魯地區，駕駛 100 多輛摩托
車的武裝分子闖入村莊。許多村民“跑到山上，躲進灌木叢，但他們
（襲擊者）騎著摩托車跟在後面，殺死了許多村民。”他補充說，已有
20 多人遭到綁架，武裝分子要求家屬送來贖金。
據法新社報導，尼日利亞卡杜納州內政部門負責人塞繆爾·阿魯萬
在一份聲明中說：“上週日，武裝分子襲擊了卡朱魯地區的多貢諾瑪、
昂萬薩爾基和昂萬邁克里村，大批人騎著摩托車衝進該地區，襲擊並殺
害當地人，燒毀了幾座房屋”。
阿魯萬稱，槍手在前兩個村莊殺死了 31 名村民，隨後來到第三個
村莊，又殺死了一名村民，燒毀了一些房子。 ”在地面部隊到達之前
，安全部隊派遣了一架直升機與武裝分子交火。
美聯社稱，類似這樣的襲擊在尼日利亞西北部地區變得日益頻繁。
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彙編的數據，成千上萬的尼日利亞
人已經在暴力中喪生。村民經常在襲擊中被綁架，並被扣押在在森林里
數週，直到贖金被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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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不同程度出現油電氣大漲價

中國有何應對之策？
夏季初臨，全球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現
油電氣大漲價。專家分析，疫情沖擊、俄
烏沖突和西方國家對俄邏斯的制裁使全球
同時面臨油、氣、電三重危機。疊加季節
性能源需求高峰期，全球如何應對此次能
源危機？全球能源格局將發生哪些改變？
中國有何應對之策？記者就此問策專家。
有業內權威專家指出，當下我國建立國際
油氣交易中心必要且迫切。
5 月 31 日晚間，南非索韋托鎮的汽
車司機梅威拉瑟·穆基在加油站排隊等
候加油，“給孩子們買食物太難了，最
終我們可能不得不賣掉汽車才能擺脫日
益高昂的汽油成本。”他忍不住抱怨。
當日午夜，南非的新壹輪汽油漲價
生效。漲價後，該國汽油價格超過了每
升 24 蘭特（約合 1.5 美元）。好在該國
政府當天宣布，將把過去兩個月的燃油
稅減免政策延長至 7 月，這讓梅威拉瑟·
穆基稍感安慰。
類似的故事最近在全球很多地方上演
。南非的鄰國津巴布韋，目前汽油價格約
為每升 1.7 美元，大大高於三個月前的
1.44 美元。該國政府被迫宣布從 6 月 1 日
起在汽油中加入20%的乙醇，以降低燃油
成本。在烏幹達，每升汽油價格同洋漲到
了1.5美元，較2021年初的1美元左右大
幅上升。
在印度，過去兩個月的極端高溫天氣
令該國電力需求量創下歷史新高，並引發
多年來最為嚴重的電力危機——大面積停
電導致多達三分之二的印度家庭受影響。
“現在我們同時面臨石油危機、天
然氣危機和電力危機。”國際能源署執
行幹事法提赫·比邏爾在最近的壹次采
訪中警告，“這次能源危機比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石油危機嚴重得多
，而且很可能會持續更久。”
對很多人來說，最揪心的問題是，
目前是已接近危機的頂峰還是僅僅處在
危機的開始？

氣、電三重危機。在他看來，當前的能源
危機將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兩
次危機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他指的是第壹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機。
當時，因石油輸出國組織采取了削減產
量、石油禁運等措施，導致油價分別暴
漲了兩倍和近三倍，並觸發了二戰後最
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
而此次能源危機更多緣於疫情及俄
烏沖突。
上周，國際能源署、國際可再生能
源機構、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世
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共同發布的壹份
2022 年《追蹤可持續發展目標 7：能源
進展報告》（下稱“報告”）顯示，新
冠肺炎大流行減緩了普遍獲得電力及清
潔烹飪燃料和技術的進展，而俄烏沖突
的後果可能導致進壹步的挫折。
報告顯示，全球目前仍有 7.33 億人
用不上電，24 億人仍在使用有害健康和
環境的燃料做飯。按照目前的進展速度
，到 2030 年將有 6.7 億人用不上電，比
去年的預計多 1000 萬人。世界最脆弱的
國家尤其受到影響。亞洲和非洲近 9000
萬以前獲得電力供應的人再也無力支付
他們的基本能源需求。
“盡管可再生能源表現出令人鼓舞
的快速恢復能力，疫情造成的沖擊仍阻
礙了最近在普及電力和清潔烹飪方面取
得的進展，並減緩了能源效率的重大改
進。如今，俄烏沖突引發了全球能源危
機，推高了價格，對發展中經濟體造成
了特別嚴重的影響。這些經濟體中有許
多已經因疫情陷入嚴重的材政困境。要
克服這些困難並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將有賴國際社會提供大量創新的材政
解抉方案。”比邏爾說。
更嚴峻的是，傳統的能源需求高峰
季節——夏季即將到來。
最近幾天，美國越來越多州的電網運
營商開始警告電力短缺，擔心電網無法應
對即將進入夏季的供需失衡。加州上周警
告，為避免停電，須要生產比目前更多的
疫情、地緣沖突觸發能源危機
當地時間 5 月 31日，法提赫·比邏爾 電力。負責運營美國 15 個州電網的非營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俄烏沖突和西方 利組織MISO同洋發布了夏季停電警告。
上月中旬，美國德克薩斯州氣溫飆
國家對俄邏斯的制裁使全球同時面臨油、

升，隨後六座電廠突然斷網。這壹事件
導致該州 2900 兆瓦的電力損失，或許是
今夏電力危機的壹次預演。
“目前，歐美電力系統更多依賴天然
氣發電，隨著油氣供應緊張問題遲遲得不到
緩解，電力供應也會緊張。夏季是北半球用
電高峰，隨著夏季來臨，沒有足量油氣供應
，出現電力供應缺口的可能性在加大，恐慌
情緒會進壹步加重。從這個角度看，全球的
確可能同時面臨油、氣和電力供應三重危
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
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李繼
峰在接受報記者采訪時說。
民德研究院院長、中海油能源經濟
研究院原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告訴記
者，對油、氣、電三者必須分別考量和
分析，對不同地區的影響也不壹。夏季
的來臨會給油和電帶來供應壓力。對俄
石油制裁可能對歐洲用油是個危機，但
對美國則算不上，只是推高油價。
至於氣的問題更復雜。“去年，歐洲
油氣價格就出現分離，同檔熱量的氣比油貴
了兩倍。氣的問題現在是緊平衡，沒有多少
可替代，歐洲都是管道氣為主，LNG（液化
天然氣）的基礎設施要投資，有壹個長時間
的周期。因此，明年以後可能天然氣危機會
出現。”陳衛東認為，今年冬天和明年，歐
洲可能會出現更嚴峻的危機。
“當然，目前的危機和 20 世紀 70
年代石油危機性質不同。”在陳衛東看
來，當前全球能源危機的背景之壹是減
碳目標引發煉廠投資減少，反映的是化
石能源投資和可再生能源投資沖突的問
題；和 20 世紀 70 年代最大的不同則是
當前仍有第三方供給可增加產能。
全球能源格局發生居變
“俄烏沖突對全球能源供應安全帶
來巨大影響，尤其引發歐美石油、天然
氣和電價的大幅震蕩。”李繼峰表示，
俄邏斯是歐洲能源供應的主渠道，也是
全球油氣的主要供應國之壹。隨著歐美
壹輪接壹輪對俄制裁，俄油氣被國際市
場排除在外的擔憂在加居。
他表示，近年來，全球碳中和潮流
已引導資本逐漸遠離油氣上遊投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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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的全球油氣供需平衡變得脆弱
。此次地緣沖突壹方面嚴重沖擊全球油
氣供應格局，另外也使俄與歐美國家關
系進壹步撕裂。與上世紀主要經濟體共
同應對兩次石油危機相比，缺乏國際合
作可能使度過此次危機的過程更復雜、
艱難，所需的時間也更長。
在他看來，目前可能還不是危機最
嚴重的時候，須要密切關註北半球國家
為迎峰度夏所做的準備工作。
“俄烏沖突以來，美歐不斷加大對俄
邏斯制裁。目前，美歐已就對俄石油全面
禁運達成壹致，隨著歐盟漸進停止自俄進
口石油，到年底俄石油出口量降幅可能達
到 200 萬-300 萬桶鱷日，加居全球石油
供應緊張局面，支撐國際油價高位運行。
”中石油經研院副院長姜學峰說。
他認為，本月初“歐佩克+”部長
級會議雖提出增產計劃，但只是將 9 月
的增產計劃提前分攤到 7 月和 8 月，實
際增產能力很有限。特別是，歐盟擺脫
對俄能源依賴的立場十分明確，後續對
俄全面油氣禁運、航運保險制裁等更嚴
厲措施都可能落地，不僅給國際能源市
場帶來巨大地緣政治風險溢價，也將造
成供需錯配，放大市場異常波動，使全
球能源危機風險持續加居。
在他看來，此次危機會給全球能源格
局帶來巨大影響，首先體現在油氣貿易流
向的變化。“現在西方國家都要限制俄邏
斯的油氣出口。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
商，俄邏斯未來油氣出口流向必然要向東
走。盡管歐洲在天然氣來源方面短時間內
還難以替代俄邏斯，但方向上會增加北美
、中東的進口，導致這些地方的油氣資源
出現比較緊張的競爭狀態。”
“此外，中東、北美及中亞—俄邏斯
三大能源供應中心的地位將發生重大變化：
中東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地位將更加突出；
美國、巴西、加拿大等西半球石油生產國將
加大油氣出口；中亞受俄邏斯牽連，能源供
應的不穩定性有所增加。”姜學峰說。
他同時認為，這次危機也會推動新能
源加速發展，如歐洲最近制定的擺脫對
俄能源依賴的“Repower EU計劃”，在
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的力度非常大
。
陳衛東認為，這次危機可能會重塑
世界能源格局，涉及生活消費和工業生
產的方方面面。“歐洲全方位制裁俄邏
斯，會導致能源格局重構。但最終，能
源轉型的方向還是要走向可再生和減排
。碳中和除了氣候升溫控制外，另壹個
重要目的是實現能源獨立。只有實現了
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完成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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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為中心的能源體系向以電力為中心能
源體系的過渡，大部分區域才會真正實
現能源獨立。”陳衛東說。
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動權
面對此次能源危機，中國應該如何
未雨綢謬？
對此，姜學峰認為：壹是要加大國
內的勘探生產力度，促進油氣增儲上產
，增強基本保障能力；二是完善國家儲
備與商業儲備、企業儲備相結合的多元
化儲備體系，增強應急保障能力。
“從稍長時間看，俄烏沖突下全球的能
源結構、能源格局，從供需到貿易都在發生
大的變化，也須要根據新的形勢變化來優化
進口結構。”姜學峰認為，能源安全還是要
靠多元化、多渠道、多種方式來實現。
另外，他表示，須要未雨綢謬，做
好極端情況下的石油需求壓減、天然氣
“壓非保民”等需求側管理預案。
“最後，我們也要加快可再生能源
的發展。”姜學峰說。
李繼峰表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
今年能源供應安全保障的基礎仍然穩固。
國內煤炭產能及時釋放，加上非化石能源
發電裝機的持續較快發展，可有效穩住電
力供應。油氣增儲上產穩定有序，加上中
國自歐佩克國家進口油氣的基本盤仍然穩
定，全球能源危機對中國的影響總體有限
。但中國仍要應對國際油氣價格上漲帶來
的輸入性通脹風險，此外也要警惕歐美對
我國進口俄油氣的聯合施壓。
“面對國際能源安全風險復雜多變的
新態勢，我們應立足國內多元供應，把能
源安全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對
外須保持戰略定力，通過市場和外交手段
穩固主要油氣供應渠道。此外，國際油氣
價格寬幅震蕩的局面還將持續，應提高油
氣采購機制的靈活性，抓住低價時機補充
油氣儲備。”李繼峰說。
陳衛東表示，不必過於放大危機對中
國的沖擊，“畢竟我們的能源自給率高達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
90%。盡管有70%的石油需要進口，但石
归正在流向三线城市。
油在壹次能源結構裏的比重也只有18%”
数据显示，2021 年海
。
归群体前往三线及以下城
他同時認為，也不要高估歐盟對俄石
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
油禁運給中國帶來的機會，“首先是經濟承
简历投递人数同比增长了
壓，能源消費減少導致對進口油的‘胃口’
24.5%。
有限，這是由能源彈性系數抉定的。其次，
在疫情的冲击下，海
我們進口俄油的管道就壹條，量已用足，沒
归与国内高校毕业生一样
有更多基礎設施去接納。”在他看來，油價
，求稳心态凸显，考公或
到130—140美元之間就是峰值。危機未來
进国企成为热门选择。
不會更惡化，仍在可控範圍內。

与此同时，面对竞争
激烈的一线城市，海归学
历不再吃香，走入三线城
市成为他们的务实之选。

卷 不 动 的 海 归 们 只能流向小城市
求稳是大势
三年前，在韩国留学的李斯收到了一家韩
企的 offer，年薪近二十万元。李斯拒绝了，他
对未来另有规划——回国考公。
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李斯在韩国待了近
十年。多年在韩留学、兼职的经历使得李斯深
谙韩国文化，为了发挥自己的优势，回国考公
时他的第一选择是山东某二线城市的商务局，
这个岗位需要经常前往韩国出差。
2019 年年底，李斯回国，花了一个月时间
备考，该单位计划录取六人，李斯最终考了第
七名。
这次失利后，李斯把目光转向了家乡日照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他考上了日照统计局
的事业编制。
不过李斯并没有到统计局就职，因为他同
时考上了日照某市属国企，担任董事会办公室
行政，这份工作李斯干了一年。一年后，李斯
再次考公并成功上岸。
如今，像李斯一样选择回到三线城市发展
的海归正日益增多。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 中国海归就业
调查报告》显示，2021 年向新一线城市投递简
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 2.6%。
与此同时，2021 年海归群体前往三线及以
下城市发展的意愿明显增强，投递人数同比增
长了 24.5%。
报告同时显示，海归群体的求稳心态凸显
，2021 年向国企投递简历的海归人数同比增长
3.7%，3 成留学生期望进入国企就业，59%的留
学生认为海归群体中存在“考公热”，其中
38.3%认为“考公热”近两年明显升温。
在疫情冲击的影响下，就业形势的严峻正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取向求稳。
2020 年 2 月，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达 6.2%
，创 2018 年 1 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同一年，在
猎聘网对应届毕业生选择工作最关键的因素调
查中，“收入”和“稳定”分别排在前两位，
占比高达 76.92%和 68.7%。
正如 2022 年 4 月历史学家许纪霖接受时代
财经采访时所说：“这几年全球经济形势的不
确定因素增多，在此背景下，人们总是在不确
定的时代里面想寻找一种确定性。今天，大家
首先求稳，所以才会出现深圳市中心的中学招
老师，最后录取的是美国常春藤学校、北大清
华毕业的博士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不想卷在一线城市
流向三线城市的海归中，一部分人是为了
逃离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对如今在就业市场
中再无明显优势的海归来说，三线城市不失为
稳妥的选择。
蛋堡的家乡位于河南某县，2019 年之前，
当地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从武汉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蛋堡申请到了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比较文学。
2021 年 8 月，蛋堡毕业回国找工作，一开始的目
标是网易的游戏策划岗。
网易的面试官问了一通对阴阳师王者荣耀
的看法，蛋堡回答不上来。面试失败，HR 最后
建议蛋堡“多玩点国产手游”。
事实上，对于许多海归朋友趋之若鹜的互
联网公司，蛋堡并没有太多向往，“996 的工作
都不考虑了”。在优渥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
一代，不再愿意靠让渡生活的舒适感去换取一
份工作。
根据拉勾招聘发布《互联网行业非正常工
作制民意调查报告》显示，82%的 90 后互联网
人都曾有过非正常工作制经历，43%的 90 后对
非正常工作制坚决拒绝。
2021 年 11 月，蛋堡入职一家世界 500 强民
企，负责总部旗下子公司的行政跟外宣，公司
位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小镇。这个岗位最吸引蛋
堡的地方在于，“可以把工作跟生活平衡得很
好”。
平时八点钟上班，五点钟下班，中午有两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个月有五六天休假，同
时还有寒暑假，“简直是神仙工作”。
诸暨舒缓的工作节奏和浓郁的生活氛围，
最令蛋堡留恋。
一次下班后，她在一家小馆子吃了一碗米
线，又到路边摊买了一袋小米跟玫瑰花茶，走
到小镇的广场边，阿姨们正在唱越剧，旁边有
人伴奏，再往前走，一群小男孩拿着泡泡枪，
吹着泡泡玩。蛋堡说，那是她回国后印象最深
刻的瞬间。
公司简单而纯粹的人际关系，也让蛋堡更
加笃定自己的选择。只身从河南来到诸暨工作
后，她很快便融入了同事的生活，这里的人情
味令她不再孤单，“集团有个菜品研发中心，

有次开发胡辣汤，同事都知道我是河南人，专
门喊我来试菜，临走时还特地给我打包了很多
食物。”
蛋堡的想法，与另一位海归在豆瓣“海归
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的观点不谋而合：
“国内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处事比考试还难”。
特别是当海归回到三线城市，“血缘、姻缘
、地缘等强连接‘熟人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网
络构建方法，很多生活中的难题往往通过建构在
‘高塔’上的复杂人际关系迎刃而解。”

03 回到家乡创业
随着三线城市走出去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海归回到家乡创业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2014 年 5 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留学的马龙
提前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佳木斯，在堂哥的介
绍下，他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每栋楼的面积、户
型都得背下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每一户
的厕所门朝哪开，窗户朝哪开我都知道。“马
龙说。两个月后，他成了售楼部的销售冠军。
在售楼部干了半年后，马龙打算到大连打
工，但当时女友想去苏州，最终马龙跟着女友
去了南方。在苏州，他干过 P2P 理财、APP 地推
、贵金属交易，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干了
一段时间后发现是骗人的，良心上过不去”。
半年后，马龙带着女友回到佳木斯。
马龙的父亲开了家物业公司，公司账目都
交给代理记账公司打理。刚好那段时间女友在
学会计，马龙跟父亲一合计，干脆开个代理记
账公司，“行就行，不行这辈子就认了”，创
业的初始资金来自父亲赠与的四万块钱。
跟一线城市相比，三线城市创业竞争压力
小，创业所需资金少。在父亲的支持下，马龙

的代理记账公司顺利开张，第二个月就发展了
十来个客户。
但好景不长，随着互联网代理记账平台的
崛起，为了抢夺客户资源，马龙不得不打起价
格战，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如今，马龙的公
司一年盈利在 20 万左右，为了增加收入，他正
在筹划开展新的副业。
跟马龙一样选择回东北老家发展的还有花
花。从读研到毕业后从事医疗数据分析工作，
花花在美国待了 14 年。两年前父亲去世，留下
一个香肠厂，这个厂子有 32 年历史，是父亲一
辈子的心血。花花决定回到齐齐哈尔老家，接
手家族企业。
从国外回到三线城市，海归需要面临的是
迥然不同的生存场景。
对花花来说，回到齐齐哈尔意味着生活的
全面调整，这里远无法提供她预期的生活。花
花有三个孩子，最大的 7 岁，最小的 4 岁，“孩
子中文太差，上不了公立学校”，为了让孩子
接受更好的教育，花花让丈夫去上海全职带娃
，一家人只好两地分居。
在美国时花花已经戒酒一年，但“中国的
生意场酒文化避免不了，虽然销售经理可以替
我喝，但有时为了拿下订单，还是得自己上”
。
在过去的工作中，花花自认为 “没承受过
太大的压力，没钻研过人性，没玩过办公室政
治”，接手厂子后，一下子“被扔到一个信息
密度极高，人际交往极频繁的环境” 。
而忙于创业的马龙再也没有碰过心爱的萨
克斯，他打算等公司月盈利四万块时再花钱买
个新的萨克斯，把过去的爱好捡回来。因为
“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他跟妻子正打算要
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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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行天下

有水流动的城市才有灵性。昆明
城河网密布，有纵横交错的河道，如
宝象河、金汁河、西坝河、大观河、
玉带河、采莲河……人在桥上走，水
在桥下流，人水共生。
如诗如画的昆明久经沧桑，河水
治理历经先无序发展后保护修复的过
程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政 府 开 始 打 响
生态保卫战，以昆明市中心的盘龙江
为例，经在上游牧羊河增设雨污分
流，中段阿子营、狮子山等建设生态
缓冲，在城区河道进行除淤排污等系
列工程，几近干涸的盘龙江河水得以
水旺返清，水质逐年澄澈。
因水灵动起来的昆明城再现山明
水秀的风貌。越来越多的鸥鸟悠然栖
息河上，自由飞翔在市区、草海和滇
池之间。在绵延五华区、盘龙区、官
渡区的盘龙江上，游船也开始复航。
荡舟江上，空中白鹭飞翔，岸边鲜花
绽放，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展现出昆
明山、水、人相融共生的城市品质。

李方虹

水流灵动

锻炼的日常。在滇池湿地，绿色生态
蓝红步道慢行系统，也即将迎来全国
各地的朋友到昆明的城市会客厅做
客。之所以称“城市会客厅”，是游
人可以从全长 135 公里的彩虹步道步
入各大湿地公园。
在滇池西岸的湿地，早晨可守望
东方日出，晚上可欣赏海上生明月。
岸边部队吹响的起床号声随太阳冉冉
升起，海鸥在宁静的湖上睡足醒来在
你面前盘旋，保洁船在霞光里划出波
光粼粼的金色涟漪，挥挥手和出船的
工人师傅们示意祝福一天的美好。何
其之幸！在不容错过的农历十五，人
们守候着从山顶露出笑脸的月亮往滇
池湖水洒下月光，大家举杯对月，冥
想与天边的那个人天涯共此时。何其
之美！

春城水韵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
喜茫茫空阔无边”的画面。
激浊扬清后的滇池，生物多样性
日 益 丰 富 ，水 生 物 鱼 类 达 到 21 种 ，湖
岸湿地植物有 298 种，有效持续地增强
了水源水质的保护。现在，昆明已然是
各类生物栖息和人们安居乐业的山水
家园。
因为四处水域扩展，冬季气候温
暖，还有昆明人的热情好客，红嘴鸥
从遥远的西伯利亚，三十余年情缘不
变 ， 每 年 11 月 迁 徙 到 昆 明 过 冬 。 在
高原春城昆明，自古就被水眷顾
昆明，但凡有水的地方，就有红嘴鸥
着。城南滇池湖，享有“高原明珠” 零距离与人亲密接触的景象。
的美誉，古称滇南泽，又称昆明湖。
湿地如画
纵观过往，万顷湖水润泽哺育着昆明
城，城内几番翠堤春晓，轻舟如梭；
在草海湿地，蜿蜒 25 公里的红蓝
城外滇池水草茂美，渔舟唱晚，盛世
生态廊道，是昆明人休闲走步和骑行
美卷令人难忘。昆明至今仍然保留着
曾有的河道桥：德胜桥、南太桥、双
龙桥、云津桥、霖雨桥；保留着曾有
的河湾名：董家湾、潘家湾、佴家
湾、螺蛳湾。
一个城市的河流是这座城市的血
脉，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
要，也让整座城被滋养得水灵清秀。如
今，昆明满城密布的绿化带，被处理过
的河流中水浇灌培育着。走在大街小
巷，目之所及，月季、海棠、雏菊、虞美
人、三角梅……绿城飞花，芬芳沁人心
脾。而散落在滇池环线沿岸林林总总、
大小不一的湿地公园和生态廊道，更
是得益于滇池水的清澈而生机盎然。

滇池西岸看日出，东岸便是观赏
日落的去处。五甲塘湿地、宝丰湿
地，海东湿地，一直向东，是摄影爱
好者聚集拍摄日落的拍摄地。
日落了，但老树不朽。王官湿地
是老树屹立不腐朽的见证之地。几棵
相继倒在滇池水里的老树，始终挺立
着它们生命结束时的躯干。当日落在
老树的身影后沉下山去，浪花随波逐
流消失得了无踪迹时，老树依旧岿然
不动，年复一年诠释着风骨犹存的苍
劲。
相邻的斗南湿地，有东南亚最大
的鲜花种植地和交易中心，每天 300
吨 鲜 花 从 斗 南 运 往 全 国 60 多 个 城 市
以及世界各地。昆明人总爱乐此不疲
地在斗南花市流连，之后，捧着大把
的鲜花遛达到湿地享受大自然的壮

红嘴鸥的湿地家园。

师生们在宝丰半岛湿地的田间穿行。

美。
桃红柳绿，蝴蝶群聚，大自然馈
赠给人类的美好从未间断。从海洪湿
地沿东向南，薰衣草园、捞鱼河、古
滇、沙堤、渠东、团山、东大湿地直
至西岸的西华街湿地，所到之处皆是
景。与之媲美的在松华坝甸尾村的湿
地里，水杉林的红，迟疑一阵才微绿
了树梢的翠，或一宿低温就悄悄换了
银装的白，总是惊艳地展现给人们一
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蓝天之上，碧水之滨，没有四季
分明，却始终姹紫嫣红的昆明，阳光
全年通透地照射，皮肤会被高原的紫
外线晒得不那么白皙，然而心胸会被
阳光照耀得开朗豁达。好花常开，好
景常在，好水长流，便是昆明这座城
的格调。

李方虹摄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沧桑滇池
以草海外域即索道下闸道走廊为
界是滇池。滇池属于地震断层陷落型
湖泊，久远以前，因流水侵蚀使昆明附
近成为宽浅谷地。后来，因云南发生多
次间歇性不等量上升，南北向出现大
断裂。断层线以西地壳抬升，从湖畔拔
地而起一座山体，即今日陡峻的西山。
而断层线以东相对下沉，而与之连接
的晋宁西南部和玉溪刺桐关山抬升，
导致古盘龙江流通水路被阻，形成了
大面积的积水，就成了滇池。
文献记载，滇池有着 340 万年的
演化历史，曾经是西南地区大型古老
湖泊。滇池除了自然演化与外界江河
连通性不强、湖盆变浅、湖底沉积物
增多等问题之外，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的排放更加重了滇池的污染。
作 为 孕 育 昆 明 的 母 亲 湖 ，滇 池
清，昆明才能兴。三十年间，政府下决
心关闭了大量矿山，新建了污水处理
厂和市政管网。管网从草海经滇池到
海口晖湾，每日处理污水 256 万吨；此
外，引牛栏江等河水进入滇池增加水
体交换，实现了江水生态补水滇池、环
湖截污治污、河道支流沟渠治污、湖内
清淤疏浚综合治理。2018 年，滇池重现

滇池半岛地带的湿地。

李方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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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加入欧盟

没门儿
据外媒 5 月 24 日报道，荷兰首
相马克· 吕特称，乌克兰很快加入
欧盟，甚至是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的可能性并不大。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关于乌
克兰加入欧盟的消息层出不穷。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启动
“新的特殊程序”迅速吸纳乌克兰
，但不少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都明确
表达了反对乌克兰快速入盟的态度
。
其实早在战事进行到第四天，
欧盟委员会主席苏拉· 冯德莱恩，
就曾作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乌克兰
必须加入欧盟（表个态度）。
当然，欧盟并不是委员会主席
一个人说话就能算数的。听到风声
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次日就火
速提交了加入欧盟资格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申请成为
欧盟候选国，并不意味着加入了欧盟
。到目前为止，按流程上来说，欧盟
议会只算是接受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
申请，正式启动相关程序。
至于真正加入欧盟，乌克兰还
需要进行大量的国内立法和改革，
以符合欧盟现有框架及标准，这个
过程尚需时日。

吕特指出，有太多的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
加入欧盟，并补充说这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不
公平，这些国家排队等待加入欧盟的时间要长得
多。此外，乌克兰“走后门”火线入欧，还激怒
了一个亚洲国家，这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虽然领土主体部分位于亚洲，但各项
领域均采用欧洲模式，寻求加入欧盟已经多年，
如今也仅是候选国资格。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直接就向欧盟喊话，呼
吁欧盟在对待土乌两国入欧的问题上，要“一视
同仁”。
甚至他还认为欧盟“不够真诚”，并质问道
：“如果有人也攻击（我们），你们会把土耳其
列入议程吗？”
由种种事例可见，想加入欧盟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门槛条框非常高。反过来再看，从土耳
其寻求加入欧盟一事，就可发现能够获得加入欧
盟资格的，并不一定非要是全境位于欧洲的国家
。
那么，“薛定谔门槛”的欧盟，怎么才能加
入呢？
土耳其宝宝心里苦，这或许说明了：
也许是出于土耳其的诘问，欧盟的一位发言
人表示，加入欧盟没有所谓的“快速通道程序”
。
的确，欧盟毕竟是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
政经共同体，在名义上做一切事还是要按规矩来
，对于一切事务解释均有书面条款文件。
这位发言人还提到了《欧盟条约》第 49 条，
该条款规定了一个国家如何加入欧盟，即“任何
尊重（《欧盟条约》）第 2 条所述价值观并致力于
这些价值观的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成为欧盟的
一员。”
这套说辞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
说，是一种典型的含糊式表述，比如“价值观”
，必要的时候可以说你有，也可以说你没有。
对外宣传的辞令没必要过多深究，其实欧盟
理事会早就制定了一系列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
有资格加入欧盟的标准，这就是哥本哈根标准。
哥本哈根标准的诞生，与苏联解体后欧盟可
实现“东扩”有关。既然欧盟要“东扩”，那并
不意味着什么国家都能进入，自然就有一套准入
门槛。
1993 年 6 月，欧盟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考
虑到了各国发展的差距等各种因素，同时又强调
“东扩”的前提不能牺牲欧盟原有的“成色”，
所以明确了加入欧盟需要达到的三大标准。
这三大标准基本上与我们平时观看新闻时所
接触到的西方政经术语没太多区别。
第一以民主及法制为保证的国际制度上的稳
定，保护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
第二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并能够承受欧盟
内部的竞争压力；
第三必须在入盟前接受欧盟的法律成果，包
括《欧洲联盟条约》关于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
盟的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
条例，具体内容可参见《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FCNM）》，大致为各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
、语言应被当事国所保护，不被受到任何歧视。
但是，该公约并没有明确说明哪些人是少数

民族？所以，哪些人是“少数民族”由各国政府
进行自行规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也就意味着，在理论上来讲，如果一国发
生迫害少数民族的情况，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出台
一部法律，把相关少数民族移除出该国法定的少
数民族范畴，来达到入欧标准。
你以为只要达到这三项条件，就能进入欧盟
了吗？不不不，欧盟明确表示，只有在上述条件
得到满足时，入盟才有可能实现。
加入欧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符合加入
欧盟条件的国家，可以选择加入欧盟，也可以选
择不加入欧盟。
所以，欧盟不会强制把某些国家纳入欧盟，
而加入欧盟则需要申请。根据《里斯本条约》第
49 条，加入欧盟的大致程序一共有八个步骤。
第一步：申请国必须正式向欧洲理事会递交
“入盟申请”，欧洲理事会责成欧盟委员会给出
评估。
以乌克兰为例，虽然乌克兰自打进入新世纪
后，不断有加入欧盟的打算，甚至尤先科都提出
过加入欧盟的“四步走”战略。
但是欧盟基于各种因素，例如经济原因以及
可能会改变欧盟格局等，以各种理由在“文字游
戏”的入盟标准层面使各种绊子，双方之间的交
涉长期处于低谷。直到今年 2 月 28 日的俄乌战事
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才正式宣布加入欧盟
。
第二步：欧盟理事会给出“入盟申请”的评
估报告。
乌克兰于 2 月 28 日正式宣布加入欧盟，至今
未见相关评估报告。但吊诡的是，在之前乌克兰
仅有相关意向，但并未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欧盟的
那几年。
欧盟给乌克兰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评估报告
，并在 2014 年通过了一份“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
”的议案。
第三步：欧洲议会表决是否批准这一申请。
如果包括前几次在乌克兰正式申请入欧之前
通过的一系列表决，目前该步骤实际上已经进行
。
第四步：欧盟进行一连串繁琐的审核。欧盟
关于乌克兰入欧的一系列工作，在先期已经做了
很多，该步骤实质性也可跳过。
第五步：欧盟理事会批准“入盟申请”。俄
乌战事爆发之后，欧盟主席都直接发话了，理事
会也基本上形成统一意见了。
第六步：欧洲议会和申请国议会表决批准这
一申请，申请国转为候选国。按照 3 月 1 日的欧洲
议会投票表决来看，绝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乌克
兰入欧申请，该步骤并没有完成，只获得了入欧
过程中最重要的“候选国”资格申请。
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又怎么向土耳其交代
？
第七步：候选国与欧盟全部成员国一对一进
行入盟谈判。这也是最难也是最耗时的一步，现
在距离乌克兰正式申请入欧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
间，与所有国家的一对一谈判一定没有完成。
况且，在一对一谈判的过程中，只要有一个
成员国不同意，入欧的希望就会归零。就以乌克
兰申请成为候选国之时的投票结果来讲，虽然获
得了 637 高票的赞成，但是也有 26 票弃权和 13 票

反对。
这加起来的 39 票再对应到相关国家，也是未
来入欧的一定挑战，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先前那
637 票在未来会反水的情况。
即使与全部欧盟成员国谈判顺利结束后，入
盟文件还须获得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
议会同意，并在申请国和全部欧盟成员国获得立
法机构批准或通过全民公决。
如此，才能进入第八步——加入欧盟。
“薛定谔”的欧盟？
欧盟顾名思义，就是欧洲国家的联盟。然而
，欧洲联盟是不是只有欧洲国家才能进入，这可
谓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
目前，欧盟一共有 27 个成员国，除了最早初
创时的 6 国外，后续加入了 21 国。
与以往认知中的西欧国家都是欧盟国家不同
的是，除了退欧的英国之外，瑞士、挪威、冰岛
并不是欧盟国家。至于圣马力诺、安道尔、摩纳
哥、梵蒂冈、列支敦士登五个西欧微型国家，也
不是欧盟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它由于政教合一的体
制原因，不能加入欧盟。
谈到欧盟扩张，常常使用“东扩”一词，而
欧洲的巴尔干国家就是扩张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及
黑山都是欧盟候选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正在进行
入盟谈判，波黑已申请加入，但尚未正式成为候
选国。
至于前苏联范围内的欧洲国家，白俄罗斯由
于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摩尔多瓦内部有着多个问
题，加入几率渺茫，至于他们想不想加入欧盟也
是两说。
而前几年火遍全网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也因为战争及宗教问题，加入几率渺茫。
关于俄罗斯加入欧盟的问题，也是坊间津津
乐道的话题之一。
实际上，俄罗斯主动申请加入欧盟的意向近
乎为 0。而且，即使俄罗斯想要加入欧盟，也会因
不属于欧洲国家的定论，以及各种政治因素，还
有导致打破欧盟内部固有权力平衡等原因被否决
。
反倒是 2008 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生俄格战
事的一方——格鲁吉亚，受俄乌战事影响，在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前一天，正式提交了入
盟申请。
在这么多欧洲国家都不属于欧盟的前提下，
亚洲国家土耳其目前却是欧盟候选国。而位于北
非的南地中海国家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曾经申请
过加入欧盟，但最终以不是欧洲一部分而被否决
。
基于此，欧盟曾给出解释：即欧盟认定对方
属不属于自己认定的欧洲国家。
看来这算不算欧洲国家，也是欧盟自己说了
算的，要是未来美洲的一些国家对欧盟有利，欧
盟也想将其纳入，估计欧洲国家的定义就又变了
。
这样看来，乌克兰加入欧盟，前路漫漫，遥
遥无期。至于欧盟其他国家领导人对乌克兰作出
的承诺，荷兰首相吕特解释说，他们关于乌克兰
加入欧盟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情感”声明，而不
是一份“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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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