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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4日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會見德國總理
蕭茲時說，中德應相互尊重，照顧彼此核心利益，抵制陣營對抗等因素干擾；
蕭茲則說，德方反對與中國脫鉤，願就雙方立場不一致的問題交換意見。

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蕭茲（Olaf Scholz）會見時還就烏克蘭危機交換
意見。但報導卻未提到蕭茲的看法，只提到習近平表示 「核武器用不得、核戰
爭打不得，防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 等立場。

根據報導，習近平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蕭茲時意有所指地說，
「政治互信破壞很容易，重建卻很難，需要雙方共同呵護」 。並指他很欣賞德
國前總理施密特的一個觀點， 「政治家應以寧靜接受那些不能改變的，以勇氣
改變那些能改變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區別」 。

習近平又說， 「中德應相互尊重，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堅持對話協商」 ，
共同抵制陣營對抗、泛意識形態化等因素干擾。雙方要始終從 「戰略高度」 把
握兩國關係大方向，以建設性態度追求最大公約數，以開放心態促進務實合作
，既不自我設限，也不好高騖遠，為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發展創造條件。

他提到，中國對德政策保持 「高度穩定性連貫性」 ，希望德方也奉行 「積
極對華政策」 ，實現兩國互利共贏。

習近平說，今年是中德建交50週年。50年歷程表明，只要秉持 「相互尊重
、求同存異、交流互鑑、合作共贏」 原則，兩國關係的 「大方向就不會偏，步
子也會走得很穩」 。

他強調，中方願與德方、歐方繼續深化航空合作，並就COVID-19防治開
展交流合作，圍繞綠色發展、生態環保等課題加強交流互鑑，推動人文交流。
希望德方與中方一道 「抵制保護主義」 ，讓兩國合作成果更好惠及兩國民眾。

習近平針對烏克蘭問題則說，中方支持德方、歐方為 「勸和促談」 發揮重
要作用。當前國際社會應共同支持一切致力於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努力，並

呼籲有關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盡快開展直接接觸，為重啟談判創造條件；並
共同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倡導 「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 ，防
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

他又說，中德應共同努力確保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防止國際能源、糧
食、金融等合作受烏克蘭危機干擾，損害全球經濟復甦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經濟
財政穩定；共同為危機地區的平民過冬紓困，改善人道主義狀況，防止出現更
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

習近平會蕭茲習近平會蕭茲：：中德應抵制陣營中德應抵制陣營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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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鬼泣神嚎鬼泣神嚎----為南韓梨泰院慘案哀戚為南韓梨泰院慘案哀戚
南韓梨泰院發生慘絕人寰的萬聖節慘案,為了慶祝萬聖鬼節, 多達10萬人湧入首爾市梨

泰院狂歡,擠爆了狹窄的街道，由於人潮過多而失控人擠人呼吸困難而心跳停止, 造成156 人
死亡,150受傷的慘狀, 從各方傳播出來的視頻可見現場擁擠凌亂不堪,呼號聲四起, 真是樂極
生悲, 令人哀戚不已。

據韓國當局表示，目前仍然在調查發生如此不幸事件之原因, 官方也坦承事前沒有關於
如何處理聚集在狹窄空間的大量人群的指導方針，不過因為發生事故的梨泰院向來是當地
極受歡迎的熱門夜生活地區, 靠近美軍駐紮地以及大使館區,每到夜晚,霓虹燈照亮了狹窄的
小巷，五光十色,都會擠滿了人潮, 過去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而關閉, 沒有想到疫情過後第一
次開放就發生如此不幸的慘案, 根據現場目擊者稱，瘋狂的群眾絕大多數是年輕人, 他們並
肩站在一條不超過 13 英尺寬的街道上，由於人數實在太多, 使得他們寸步難行,無法移動或
呼吸才造成推擠踐踏的死傷慘案。

檢視這一次的不幸事件, 當然不能夠排除那是人為因素造成的, 而且顯然並非偶發事件,
因為官方曾在事發之前數日警告宣導群眾不要去那裡以免發生不幸, 既然如此, 為何官方卻
又不預先做好防範工作, 調派更多的警力到現場去維持秩序呢?! 所以官方是以投機的心態去
逃避任何可能發生的災難, 現在事情發生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行政長官為此辭職下台,
這並不是政治人物負責任的態度,所以官方絕對不能夠逃卸責任, 並不是只發放死者家屬慰問
金就能了結了。

任何的意外事件都是防不勝防的, 回顧過去各國所發生的一連串的意外事故, 如不久前
才發生在印尼東爪哇省瑪 瑯市足球賽因球迷爆動發生人踩人慘劇造成125人死亡的悲劇,
2015年麥加朝聖信徒人 踩人事件釀成2300人死亡以及日前才發生的印度吊橋坍塌死亡事
件, 一再證明共安全維護是多麼重要, 尤其是當大型的活動或事件進行時, 相關單位必須要做
好事前的評估, 並且要有嚴密的安全管控以緊急的疏散規劃，此外, 現在因為槍枝氾濫,恐怖
襲擊隨時都有可能會發生, 官方更是必須要做嚴密的防範措施, 以減少災難發生時所造成的
傷害, 當然,群眾聚集的地方都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奉勸大家, 為了個人的安全著想,能夠避免
去就盡量不要去吧!

加媒宣布將關閉在華分社加媒宣布將關閉在華分社，，並聲稱會派遣記者入駐台灣並聲稱會派遣記者入駐台灣
(綜合報道）加拿大工業部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中礦、藏格礦業和盛新鋰業等三家中企，立

即剝離其在加拿大關鍵礦產公司的投資。加拿大創新、科學與工業部長商鵬飛發表聲明稱，任何外國
投資“威脅”到加拿大重要礦產資源供應鏈時，加政府都會果斷採取措施。
不僅如此，加拿大媒體也開始挑事。加拿大廣播公司新聞主編馮侖發文稱，2020年10月，該公司法語
電台駐華記者勒布朗就開始申請工作簽證，至今尚未獲批。該公司英語駐華記者佩特里奇也因為簽證
原因，至今不能以常駐身份前往中國。馮侖還聲稱，過去2年，加拿大廣播公司就簽證問題，與中國駐
加官員進行過多次交涉，都沒能達成解決方案，萬般無奈之下，該公司決定關閉在北京的分社。

值得注意的是，馮侖還表示，加拿大廣播公司致力於報導中國和東亞的承諾沒有變，該公司正在
尋找新的外駐地點。在此之前，該公司只會在重要新聞時刻，才會在北京部署人員。同時，未來兩年
內，勒布朗將前往台灣地區開展工作。

2020年，加拿大廣播公司原駐華記者自行離任，中方克服疫情困難，協助其辦理了離任手續。之
後，加拿大廣播公司再未派遣過常駐記者來中國。根據規定，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十個月以上沒有常駐
記者，可以視為該機構自動終止業務，並註銷該常駐機構。加拿大廣播公司沒有常駐記者的時間遠遠
超過十個月，但中方考慮到疫情原因，至今沒有註銷其常駐機構證。

對於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抹黑，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中方始終歡迎外國
記者依法在中國進行採訪報導，在處理外國記者來華常駐申請時，中方始終堅持按法律法規辦事。同
時，中方還多次為外國記者在華報導提供便利，希望外國記者能恪守職業道德，客觀報導事情真相，
為增進兩國友好發揮積極作用。

事實上，加拿大廣播公司駐北京分社已經有超過40年曆史了，之前從未出現過此類現象，可見中
方不會無緣無故在簽證問題上限制加方。



俄羅斯徹底對德企俄羅斯徹底對德企““斷氣斷氣”，”，朔爾茨態度變了朔爾茨態度變了
【綜合報道】德國能源巨頭尤尼珀在公司報告中表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已徹底停

止對其供氣。尤尼珀在整個歐洲都是排得上號的能源巨頭，核心業務就是天然氣和電力。
俄羅斯的斷供，讓尤尼珀損失慘重。數據顯示，該公司前三季度淨虧損400多億歐元。而在

接下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會出現更嚴重的虧損。
一方面，俄羅斯在8月底徹底斷供。整個第四季度，尤尼珀都無法接收俄羅斯天然氣。
另一方面，北溪管道遭到破壞，導致天然氣價格飆升，影響的是全球氣價。尤尼珀不得不購

買大量高價天然氣，成本高了，虧損得也就更多了。
這些錢，在俄羅斯斷氣之前，虧的都是尤尼珀公司的。由於損失慘重，德國將尤尼珀收歸國

有，然後進行了補貼，維持尤尼珀的運營。否則一旦尤尼珀垮了，德國天然氣網絡以及電力網絡
，都將受到重創。因此，未來尤尼珀的巨額虧損，都需要德國政府來填補窟窿，尤尼珀虧得越多
，德國官方需要填補的窟窿就越大。

德國政府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靠的還是稅收，還是德國納稅人的錢。這就進入了一個非常
畸形的循環，德國民眾承受著高昂的通脹率、離譜的能源賬單，繳稅之後，這些錢還得補貼給能
源企業，照理說有了補貼，就可以按照正常時期的價格提供電力和天然氣，但是買家消費能源的
時候，卻是按照國際市場的價格進行消費的。

短期內這樣子還能湊合一下，一直這麼搞，德國人肯定不願意。尤其是在進入冬季之後，嚴
酷的寒冬會導致德國民眾能源消費激增，如果能源價格在補貼之後還無法降下來，德國人肯定會
進行抗議。

實際上，德國境內的抗議活動一直都是此起彼伏，民眾的主要訴求就是恢復跟俄羅斯的合作
，讓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重新進入德國。

此前，德國官方一直沒有按照民眾的要求進行努力，反而不斷採取對俄羅斯敵對的措施，或
是對烏援助武器，或是對俄羅斯實施制裁，讓德國人非常失望。不過現在情況出現了變化，有了
一個轉機。

據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透露，朔爾茨對俄羅斯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以前朔爾茨跟普京之前的
交流，都是對立的。現在朔爾茨則開始尋找雙方的共同點。

這是一個好兆頭，表明俄德關係出現了拐點。只要能夠尋找到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利益，就
能讓雙方重新建立合作。

俄德關係破裂，主要是因為朔爾茨當局此前採取的一系列反俄政策，導致雙方失去了戰略互
信。

現在雙方需要的是先恢復互信，然後才能逐步恢復合作。因此，德國需要展示更多的誠意，
否則重新建立的合作很容易就會被破壞掉的。

現在還有一個障礙是，北溪兩條管道都遭到了破壞，完全修好據估計要花至少一年的時間，
目前北溪管道僅有一條備用管道可以使用，若是恢復合作之後，供應量恐怕也不會太多。

不過俄羅斯現在正在跟土耳其合作，要把土耳其打造成輸歐天然氣的樞紐，而埃爾多安和朔
爾茨通話，以及朔爾茨對俄羅斯態度的轉變，很可能都是在為新合作進行鋪墊。

因此，到了深冬時節，俄羅斯天然氣有望大量進入歐洲，而德國作為曾經跟俄羅斯在天然氣
領域合作最深入的歐洲國家，預計會有不小的收穫。當然，前提是朔爾茨能夠頂住內閣以及美國
的壓力。

柬埔寨將與日本合作向烏派遣專家柬埔寨將與日本合作向烏派遣專家
幫助清除俄烏衝突中的地雷幫助清除俄烏衝突中的地雷

【綜合報道】柬埔寨將與日本合作向烏克蘭派遣培訓人員，幫助清除俄烏衝突期間俄羅斯軍
隊布下的地雷。

柬埔寨外交部當天宣布，柬埔寨首相洪森已同意派遣排雷專家幫助培訓烏克蘭清除俄軍隊埋
設的地雷。

柬外交部聲明還提到，洪森在11月1日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通話中承諾將與日本合作
派遣培訓人員。澤連斯基對柬埔寨派遣排雷專家的提議表示歡迎，他和洪森同意向雙方的國家任
命外交大使。

柬埔寨地雷行動中心總幹事亨·拉塔納（Heng Ratana）在社交平台上寫道，在與日本合作
協商後，其機構將在12月初向烏克蘭派出第一支培訓隊伍，第二支隊伍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度派
出。

其他幾個國家，包括美國和德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排雷方面的援助。
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戰爭遺留下400萬至600萬枚地雷和其他未

爆炸物。據柬政府統計，從1979年到2017年，地雷和其他未爆炸物在柬埔寨共造成近兩萬人死
亡、4.5萬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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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踩踏案韓國踩踏案156156條命背後條命背後：：44小時小時7979個求救電話個求救電話
警察敷衍代價警察敷衍代價：：國家賠償國家賠償

【綜合報道】梨泰院踩踏事故造成156人死亡，151人受傷
。遇難者共有26名外國人。
警方事發前接79個求助報案電話

沒有交通人流管制，再加上對於電話通報求救的輕忽冷漠，
這兩項工作不到位，導致了梨泰院慘劇未能避免。

越來越多細節指向這是人為因素，這是一起本可避免，至少
可以降低傷亡的慘劇。

行政安全部長李祥敏、首爾市長吳世勳、警察廳廳長尹熙根
接連公開道歉。

甚至國務總理韓德洙也開國際記者會承認，最重要的因素始
終是“公眾管理”（crowd management），政府在此方面缺乏
充分的“制度支撐”，系統性努力不夠。

這等於承認政府沒有處理這類事故的經驗和能力，殘酷又無
奈。

陸續曝光的信息顯示，相關單位事先對人流管制毫無規劃，
警方事發前4小時就陸續接獲11個報案電話，卻沒有積極應對
。

而SBS電視新聞報導，從當天晚上6時到10時，警方接到
的電話遠遠不止11個，共計79個。

韓國媒體披露，事發地龍山區警察局情報課警官，在事發前
幾天就根據信息報告，萬聖節派對當晚將聚集遠超過當局估計的
人數，並寫成報告上呈。但首爾警察廳和龍山警局在協調勤務人
員配置時，卻沒有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 。

現已公佈11個民眾求助求救電話內容，其中有9個提到了
“踩踏”。

第一個通報電話是在事發當晚上6時34分，離晚間10時15
分推擠爆發有近4小時。報案人說，人們下不來又一直推，沒有
任何人在管制，需要警察來，先疏通一些人後再放人進來。

此後，報案電話就接連打來。晚上8點多，報案說，有人推
擠有人跌倒，完全亂七八糟，還有人受傷，需要管制一下吧。

到了晚間9時07分的第七個電話，要求更加明確，“請來
這邊限制行人單向行走”、“人多到快被壓死了”。

在9點10分至10時11分事發前的4個電話中，民眾也都清
楚表達“快被壓死”，要警方立即採取行動。

警方雖然針對其中4個通報加派了人力，但對其餘7起都只
是敷衍：“現場已部署警力”，而沒有採取進一步措施。
“無限責任”意味著什麼？

首爾市長吳世勳在記者會說，“昨天在國立醫療院，訪問了
一名20歲女兒受傷的家長，他安慰我說：女兒會醒過來的，我
們是這樣相信著的！結果今早……”

講到這裡，吳市長開始哽咽，最後流下淚水，並拿出手帕，
轉身擦拭。

“我聽到說，她今早去世了。對不起，我的道歉遲了”。
他說，要為市民的生命和安全負責，對事故負有“無限責任

”，將全力幫助遺屬和傷者，改善相關製度並全力配合調查。
韓國警察廳長尹熙根也承認，事發前曾接獲多起報案，警方

對人潮管控有所不足，將成立獨立特別機構調查，包括檢視到底
有沒有在收到通報後採取合適應對措施？

尹熙根的發言是在韓國公眾問責呼聲越來越高之
後，官員第一次承認他們未能盡力阻止悲劇發生
。

此前，警方和政府像是在推卸責任。
行政安全部長李祥敏之前發言飽受詬病，說

“再多警察和消防人員都無法避免災難發生，這
不是一次特別令人關注的大型聚會，規模與往年
也沒有分別”。

他還警告不要基於政治動機出言批評，冷血
說法導致民眾憤怒。

韓國《災害與安全管理基本法》和行政安全
部製定的《地區節日現場安全管理指南》明文規
定，舉辦節日活動期間，主辦單位、警方與行政
當局分別該負起哪些責任。另外，《警察職務執
行法》規定，警察必須對危及人民生命和身體的
風險採取預防措施。

但行政安全部和當地政府都表示，萬聖節並
非“法定節日”，節慶屬於各商家自行舉辦的活
動，“主辦單位”並不明確，所以沒有人向警方
提出人群安全管理的要求，相關規定不適用。
不過，梨泰院特別觀光區協會相關負責人說：“我有通知龍山警
察局，要求警方和地方政府提前控制，但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

如果就像現在各方所扯皮的那樣，沒有“主辦單位”的話，
反而沒有分擔責任的對象，這樣一來，國家的責任更大。事故的
“國家賠償”問題一旦被送上法院，死者家屬和受害者的勝算還
真不小。

2014年韓國發生“世越號”客輪傾覆案，300多人喪生，
法院認定船傾覆後，國家初期應對和救援開展不力，致使災害擴
大，認定國家擔負賠償責任，分別賠償每位遇難者2億韓元（約
合118萬元人民幣）。

船難調查中，共計399人成為調查對象，其中178人遭拘留
起訴，11人不拘留起訴，最終共有53人罪名成立。

“世越號”船難是施救部門在“黃金72小時”內救援不力
，此次踩踏則是“黃金6分鐘”力不從心。共同點是當局後知後
覺，行動遲緩！

包括韓國總理、首爾市長都在提“無限責任”的時候，國家
賠償，政府兜底的指向越來越明朗。

其實，從韓國與世界各地發生過的踩踏悲劇可以得出的教訓
是，只要有足夠的“動線”與防災計劃，悲劇幾乎都是可以避免
的。
梨泰院停辦3年的解封萬聖節活動，只部署了137名警力，是否
合理？

警方事先評估將聚集超過10萬民眾，部署的警力多數是進
行刑事調查的便衣警察，其他穿著制服的警力則主要在打擊毒品
犯罪，而非管制交通秩序，倡導分流。

尹錫悅自己終於也承認，事件揭示人群管理的重要性，以及

韓國缺乏對大型活動人群聚集的安全研究，“與其挑剔活動是否
有主辦單位或組織者，重要的是人們的安全，我們需要拿出完善
的措施。”

他建議，未來可使用無人機和其他數碼技術來管理大規模人
潮聚集。

政府想讓民眾自由享樂時，又要加強管控，看起來像是一個
悖論。
把安全作為第一導向時，措施也就不難制定。

日本東京在2019年開始對澀谷萬聖節活動採取嚴厲的管制
立場，要求商店不賣酒，禁止民眾在街上喝酒，並在街角派駐數
百名警察和保安人員，以防止人群脫序。

韓國人的紀律性和服從性，在全球各國中，也不算太差，不
像動不動就讓椅子滿天飛的英國人。

但從通報電話的回應情況就可以看出來，就算再好的紀律性
，現場存在不可控因素，有無預案，在突發情況面前，存在天壤
之別。

這不是年輕人荷爾蒙的問題，而是有沒有預見性和對民眾安
全上不上心的問題。

韓國警察對付示威人群非常有一套，但對於梨泰院這類人群
聚集場合卻顯得力不從心，其實挺諷刺的。

韓國軍政獨裁時期，當局賦予警方過大權力，能藉由維護國
家秩序或“防諜”為由，隨意對民眾展開驅離、逮捕等行動，導
致在民主化後，對警方的權限如何調整，歷任政府都抱著極為謹
慎保守的態度，不敢隨意更動。但這回慘案發生，將可能使這個
框架被打破。

以前萬聖節安然無恙是僥倖，疫情發生前的2017至2019年
，聚集人數約莫達到13萬到18萬人之間，規模更大，卻未發生
重大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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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24日，美国铸币局发行了一款

全新的25美分硬币，背面刻着的正是华人女星黄

柳霜的肖像。

她也成为了第一位出现在美元上的亚裔形象

。

要讲述她的传奇故事，就不得不从她最令人

印象深刻的“标签”说起，这个“标签”就是

“辱华”。

1936年，一艘从美国开来的轮船停靠在上海

码头。码头上，一群人打着横幅标语，迎接着一

位从轮船上下来的华人女星。

她叫做黄柳霜，作为一位从美国唐人街洗衣

店里出来的华人女孩，她打破了种种社会偏见，

靠着自己的努力，从一个龙套演员，成为了在好

莱坞和欧洲影坛都拥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女星。

她主演的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在欧洲引

起了轰动。

作为当时国际上唯一知名的华人女星，黄柳

霜的到来也在上海滩刮起了一阵旋风。演艺圈的

人士纷纷欢迎，林语堂还被特邀成为她的翻译。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黄柳霜，还没来得及

享受这故国人士的欢迎，立马就被一群抗议的群

众来了个“下马威”。

一群抗议人士将迎接黄柳霜的花篮推倒，这

么做的原因，正是他们抗议口号里喊的：“打倒

黄柳霜，她侮辱了中国人”。

黄柳霜是“辱华”的，在抗议人士看来。

因为她在好莱坞总是扮演一些负面角色。女

奴、妓女、窃贼、小三等等，在“白人至上”的

好莱坞，她的角色就是衬托白人主角的高大，以

及迎合美国观众心目中，华人女子的“刻板印象

”。

看着倒在地上的花篮，黄柳霜掩面而泣。

1943年，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出访美国

，在美国到处宣讲，希望美国人可以与中国人并

肩作战，对付日本侵略者。

在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美方会邀请当地的

华人名流参加，宋美龄特意交代，不愿意黄柳霜

出现在现场，因为她觉得黄柳霜有辱华人形象。

就是这样一位当年“辱华”的华人女星，如

今被美国人刻在了美元上面。

2022年10月24日，美国铸币局发行了一款

全新的25美分硬币，背面刻着的正是黄柳霜的肖

像。

她也成为了第一位出现在美元上的亚裔形象。

黄柳霜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起因是美国为

了纪念“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一百周年。

这个“修正案”禁止美国任何人剥夺女性投

票权，因此纪念它的方式，就是选取了5名美国

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代表，将她们的肖像刻在新版

的25美分硬币上。

这5名美国杰出女性的选取标准，必须是

在民权、人文、科学、艺术领域对美国做出过

杰出贡献的人。黄柳霜的入选，理由就是她在

艺术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美国人觉得黄柳霜很了不起，不仅仅是因

为她在那个年代主演了许多电影，更不仅仅是

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因为她一直在努力为华人

族群争取权益。

美国铸币局局长文特里斯· 吉布森（Ven-

tris C. Gibson）在新闻稿中表示：“她（黄柳

霜）是一位勇敢的倡导者，为亚裔美国演员争

取了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多多维度的角色。这个

硬币的设计是为了反映黄柳霜所取得成就的广

度和深度，她在一生中克服了许多挑战和障碍

。”

这就奇怪了，同样一个人，中美两个社会的

评价是截然相反的。

中国人觉得黄柳霜是“辱华”的，而美国人

觉得黄柳霜是在为华人族群争取权益的。

这究竟是双方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还是有什

么误会呢？

我们还是要从黄柳霜的真实经历中去寻找真

相。

1905年，黄柳霜出生在洛杉矶唐人街的一个

华人家庭。父母经营了一家洗衣店，家中共有8

个孩子，黄柳霜排名老二。

到黄柳霜这一代，已经是在美国的第三代华

人移民了。她的祖辈在“淘金热”的时代来到美

国，在矿区工作，后来父辈又开了洗衣店为生，

这些工作，都是美国最底层的营生。

黄柳霜出生的前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将所

有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的议案，排华运动正处于

最激烈的阶段，美国社会充满了对华人的偏见和

歧视：禁止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禁止中国劳工进

入美国，已经定居美国的华人，离开美国之后也

不能再返回……

那个聪明阴险的著名华人漫画形象——傅满

洲，和黄柳霜一样，也是诞生于这个时代。

黄柳霜九岁那年，收到了一位慷慨顾客的小

费，她拿着这点钱买了一张电影票。那是她人生

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在那个暂时告别了现实的

“造梦光影”中，她与电影一见钟情，从此开始

了电影追梦之路。

年少的黄柳霜，最喜欢做的事情，除了看电

影，就是独自排练电影里的桥段，这在家人看来

非常担心，因为她常常会自言自语，甚至旁若无

人地嚎啕大哭。

但正是这些无师自通的苦练，为她后来备受

专业人士推崇的演技打下了基础。

从十几岁开始，她就努力争取到了一些跑龙

套的角色，父母的反对并没有阻止她的热情，反

而更加坚定了她做一个演员的梦想。

1921年，16岁的黄柳霜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角

色，在默片《人生》中饰演女主角，和她演对手

戏的之当时著名的演员朗.钱尼。初出茅庐的黄柳

霜，凭借着超乎年龄的老道演技，征服了所有人

。

紧接着，黄柳霜又出演了真正是她走红的电

影《海逝》。在这部影片里，她饰演一位白人的

情人，在被抛弃后独自生下孩子，苦等情夫回来

。结果等到的，却是和别人结婚的情夫，她将孩

子托付于人后，跳海自尽。

正是这部电影的成功，让黄柳霜成为了知名

演员，接下来她的片约不断，但能够获得的角色

，全部都是好莱坞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

她饰演过蒙古女奴，饰演过华人妓女，还饰

演过神秘妖艳的龙女。她以着装胆大，性感妖娆

著名。但也因为总是饰演这些角色名，让她的

“辱华”标签伴随了一生。

黄柳霜后来也厌倦了这些“负面角色”，她

为了饰演一些正面角色，不惜推掉了很多演出合

约，还离开了好莱坞前往欧洲发展。

1942年，她出演的反日宣传电影《缅甸炸弹

》和《重庆夫人》在美国播出，她将这两部电影

的片酬所得全数捐赠给了中国用于抗日。

1961年2月，黄柳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

年56岁。此前一年，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对于黄柳霜的“辱华”，我觉得当时的中国

社会是过于苛责了。而到了今天，这个“老黄历

”也可以翻篇了。

黄柳霜生活的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形

象充满了偏见。而她作为一个想要在好莱坞实现

电影梦想的华人女孩，只有被角色挑选的权利，

而没有挑选角色的权利。

当然有人会说，那她可以选择不演电影啊，

不去做电影明星的梦，不就不用出演那些有辱中

国女性的角色了吗？

但我们平静下来想一想，一个在美国的洗衣

店里长大，从小就梦想着成为电影明星的年轻女

孩子，能够拥有出演电影，甚至主演的机会是多

么难得。

黄柳霜如果因为“负面角色”而选择不演，

那是她小小年纪就特别深明大义，是非常可贵的

。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是想

不到后面这么多事情的，她们看到的，是人生难

得的机会。

有多少女演员当时为了抓住机会，不要说出

演负面角色，就是出演一些“限制级”的角色也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况且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有了更多的选

择权，黄柳霜就开始不再出演那些负面角色。

要知道，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公然在法律

中歧视华人的时代。

她演艺生涯的后半段都在为出演正面角色而

努力，她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刻在美元上的亚裔

人物。

“辱华”这个老黄历可以翻过去了，黄柳霜

也应该成为华人的骄傲。

2019年，第二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星

”的华人女星刘玉玲，在演讲中特意提到了黄柳

霜，她说：“感谢黄柳霜为她和其他华裔演员开

辟了道路。”

这就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

每个人都只能做自己的那一份，很难超越时

代的束缚，但后来者会沿着前人努力的方向和道

路，开创一个更进步的时代。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隆重纪念黄柳霜的原

因。

华人女星被刻在美元上
“辱华”的她，为何被美国人隆重纪念？

下代新車便宜壹半？
馬斯克：未來特斯拉市值能超蘋果＋沙特阿美

特斯拉發布了第三季度財報，當期

總營收為214.54億美元，同比增長56%

，歸屬於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為32.92億

美元，同比增長103%，交付超過34.3萬

輛汽車，同比增長42.4%。盡管凈利超

預期，但營收及交付量均不及華爾街預

期。

近日也有不少分析人士對於特斯

拉未來的市場需求表示擔憂，在第三

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上，特斯拉CEO埃

隆· 馬斯克被分析師問及相關問題時表

示，對於特斯拉在衰退中的表現並沒

有什麼擔憂。他認為，特斯拉並非不

受經濟衰退影響，而是有能力抵禦經

濟衰退。

產能目標仍然是年化50%的增長
馬斯克提到，特斯拉仍然有著巨大

的市場需求，預計特斯拉第四季度交付

將達創紀錄水平，第四季度的需求非常

強勁，預計將售出所有生產的汽車，他

還指出，中國的需求十分旺盛。馬斯克

認為，市場正在變好，相信在新冠疫情

之後，將會有更強勁的需求。特斯拉的

產能目標仍然是年化50%的增長。

對於交付量不及預期以及中國超級

工廠訂單積壓的問題，特斯拉 CFO

Zach Kirkhorn解釋說，目前物流問題是

壹個比較大的挑戰，中國運往澳大利亞

的海上船運、美國本土的卡車運輸都有

不少問題。

馬斯克表示，特斯拉在電動汽車取

代汽油動力汽車時表現不錯，“公眾普

遍意識到世界正在轉向電動汽車，此

時購買新的汽油車是愚蠢的，因為那

輛汽油車的剩余價值將非常低，”馬

斯克說，“所以，我們處於壹個非常好

的位置。”

就交付量增長問題，馬斯克提到，

特斯拉有著非常好的產品組合來保障增

長和盈利。

特斯拉方面表示，Cybertruck電動皮

卡將會如期在2023年實現量產，目前得

克薩斯州超級工廠正在為Cybertruck的生

產做準備；特斯拉Semi電動卡車也將在

12月1日開啟交付。Semi電動卡車在不

犧牲任何載貨能力的情況下仍將有500

英裏的載貨續航裏程。特斯拉的目標是

在2024年在北美生產5萬輛Semi電動卡

車。

就4680電芯產能爬坡進度的問題，

特斯拉方面稱進展順利，目前的重點是

控制成本以及進壹步擴大北美生產。馬

斯克表示，第三季度4680電池包的產量

與第二季度相比翻了三倍，但4680電池

包實際數量仍然很少，由於仍未大規模

生產，也因此難以節省成本。

此外，馬斯克也透露了關於下壹代

車型的信息。有分析師問到關於特斯拉

第三個平臺的問題，馬斯克回應說，汽

車開發團隊的主要關註點是下壹代汽車

，他估計，下壹代汽車平臺的成本將是

第二代平臺（Model 3和Y）的壹半，其

產量可能會高於公司目前所有產品的總

和。

市值可能超過蘋果和沙特阿美的
總和

路透社在報道中提到，特斯拉未能

實現股票回購，令不少投資者失望。在

財報電話會議上，馬斯克也就此回應說

，特斯拉即將回購股票，“可能進行50

億到100億美元的回購，我們很可能會

進行壹些有意義的回購。”

他還強調說，關註特斯拉的長期趨

勢很重要，他相信特斯拉未來有望超過

蘋果目前的市值，甚至超過蘋果和沙特

阿美市值的總和，“我們可以遠遠超過

蘋果目前的市值。我可以看到壹條道路

，特斯拉的市值可能超過蘋果和沙特阿

美的總和。”

目前特斯拉市值不到 7000 億美元

，蘋果公司市值為 2.3 萬億美元，而

石油生產商沙特阿美的市值約 2.1 萬

億美元。

照此計算，特斯拉的市值要追上

蘋果和沙特阿美之和，還需要增加3.7萬

億美元。

在運營方面，有分析師詢問特斯拉

的運營費用以及投資問題，Kirkhorn指

出，特斯拉的運營杠桿有很大改善，同

時公司還可以進壹步優化運營，由於特

斯拉的增長如此之快，很難保持平穩，

但它應該會逐漸平穩。

馬斯克表示，“我們正在投資所有

我們能想到的可能投資的東西，而且我

們仍在產生現金。”財報顯示，特斯拉

的數字資產在第三季度相較於第二季度

沒有變動，凈值為2.18億美元。

此外，馬斯克也在本次電話會議

中提及推特。有分析師問到，馬斯克

在收購推特之後，是否會與其名下其

他公司共同組建傘形公司。馬斯克表

示，他更像是壹名技術專家或工程師

，而不是壹名投資者。“我對推特的

情況感到興奮”，馬斯克說，並補充

說這家社交媒體公司的價值可能遠高

於目前的估值。

三季度券商搶籌忙 計算機板塊受青睞
隨著A股上市公司2022年三季報密集發布，券

商三季度持倉情況也逐漸清晰。數據顯示，截至10

月27日，目前已有超過200家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

東中出現券商的身影，其中三季度券商新入圍十大

流通股東的公司超過130家；三季度券商增持的標

的合計28只，計算機、基礎化工、國防軍工、有

色金屬等行業個股加倉明顯。

28只個股獲增持
陜鼓動力三季報顯示，公司前三季度營業收入

及凈利潤均較上年同期出現增長。從公司披露的股

東結構看，中信證券、中金公司2家頭部券商新出

現在公司十大流通股東中，持股數量分別為

1780.20萬股、1055.10萬股，分居第四、第六位。

以三季度末收盤價計算，上述2家券商持有的陜鼓

動力股份市值合計2.66億元。

陜鼓動力也是三季度券商新進個股中持倉市值

居前的標的。以三季度末收盤價計算，除陜鼓動力

外，還有7家公司的券商股東持倉市值在1億元以

上。其中，中金公司今年三季度新進成為東威科技

第十大流通股東，截至三季度末持倉市值為2.38億

元；寒銳鈷業、金晶科技、水晶光電、震安科技、

振芯科技、凱盛新材等公司的券商股東持倉市值分

別為1.97億元、1.56億元、1.28億元、1.17億元、

1.04億元、1.02億元。從重倉的券商情況看，除西

南證券外均為頭部券商，如廣發證券、中信建投、

招商證券等。

從行業分布看，前述券商三季度新進個股

分布較為廣泛，覆蓋了 31個申萬壹級行業中的

27個，這些個股屬於電子行業的最多，共有 16

只。分布較為密集的行業還有機械設備、電力

設備、醫藥生物，涉及個股數量分別為 15只、

13只、10只。

從持倉變動情況看，三季度券商共對28只個

股進行增持，減持34只個股。大立科技獲得中信

證券加倉779.04萬股，中信證券從公司第七大流通

股東變為第三大流通股東；華峰化學獲得中信證券

加倉760.70萬股，截至三季度末，中信證券成為華

峰化學第六大流通股東。從行業看，三季度券商加

倉規模居前的個股主要分布在計算機、基礎化工、

國防軍工、有色金屬等領域。

聚焦信創、醫藥等領域
從二級市場走勢看，近期，以信創為代表的計

算機板塊出現較為明顯的反彈，多只個股在披露三

季報後獲得券商密集推薦。

在財通證券計算機行業分析師楊燁看來，計算

機板塊是當前資本市場的優先配置方向。計算機行

情的持續演繹並非來自單點政策的短期催化，建議

投資者關註信創產業鏈各環節具有國內領先優勢的

標的。

信創向其他行業的拓展，將帶來不少投資機會

。民生證券計算機行業分析師呂偉認為，醫療行業

信創或於近期拉開序幕。同時，伴隨醫療信息化，

行業集中度將穩步提升，行業龍頭也有望實現長期

成長，醫療IT龍頭企業值得重點關註。

近期，三季度券商新進個股數量居前的醫藥生

物板塊也出現明顯反彈，在三季報業績增長的加

持下，多只個股股價走高。德邦證券醫藥行業分

析師陳鐵林表示，在板塊估值底部、配置底部和

情緒底部的三重催化下，醫藥板塊近期大幅反彈

。未來，以醫藥為代表的大消費板塊有望進入持續

上漲周期，當前醫藥板塊仍處於底部震蕩區間，值

得重點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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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国“和合”文化源远流长，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
和性格特征，反映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也是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坚韧纽带。

10 月 8 日，辽宁省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和合中国”展览启幕。400 余件珍品文物齐聚一堂，共同阐释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
观，在“和合”文化传承与涵养中增强文化自信。

规模空前 荟萃精品文物

“‘和合’一词首次出现在春秋时期的 《国语·郑语》中，
‘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其中‘五教’是指‘父义、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将五种不同的人伦之教加以融合，
实施于社会，使百姓安定和谐地生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
说，“‘和合’思想追求人与天地合德，即天人合一，具有深刻的哲
学思辨。”

“和合中国”展览由国家文物局与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
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辽宁省博物馆承办，山西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南
京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等22家单位
协办。在为期 3 个月的展览中，共展出文物、古籍 402 件/组
（436单件），其中一级文物 88件/组。展品包括彩陶、青铜器、
瓷器、丝绣、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多种类型，年代
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

此次展览中，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宋徽宗赵佶
草书《千字文卷》、宋朱克柔缂丝牡丹图、辽三彩釉印花太极图
执壶、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卷》、明
代传教士利玛窦绘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清徐扬《姑苏繁华
图卷》 等辽博馆藏珍品均有呈现。此外，还汇聚了各地文博机
构收藏的国宝级文物，如湖南博物院藏 《唐摹兰亭序 （黄绢
本）》、吉林省博物院藏《文姬归汉图卷》、南京博物院藏《坤
舆万国全图》、甘肃省博物馆藏东罗马鎏金银盘等。部分重点展
品将分期展出。

展览中还能看到一些前所未见的文物。辽博馆藏的东周嵌
宝石金环饰、唐-宋回鹘文残片、辽竹节形琥珀饰、清镀金玛
瑙镶嵌望远镜等均为首次展出。山东省阳信县出土的一套战国
石磬，共计13面，被完整借展至辽博，首次以成套方式与观众
见面。

精心布展 凸显“和合”主题

刘宁告诉记者，此次特展策划历时 5 个多月，分为“天人
合一”“人心和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4部分，每部分包
含 2个单元，力求全面呈现“和合”文化。每单元开头均以经
典文献中的名句作为提纲。

“天人合一”部分的第一单元，引用了《易经》中的名句：“仰则
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
情。”

刘宁介绍：“为了与这一提纲呼应，我们选择了一组展示自
然之纹、鸟兽之形的展品。比如山西博物院的‘网红’文物青
铜鸮卣，来自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博物馆的西周玉饰件，有
大象、老虎、小鹿、兔子、鹦鹉、燕子等不同形象，还有辽博
馆藏的从史前到商周的各种动物形玉器。这些惟妙惟肖的文
物，展示了古人的智慧与想象力，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

山水画表达了古代文人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情怀。五代
画家董源擅画山水，开创了“平淡天真”的江南山水画风格，
是“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夏景山口待渡图卷》是董源传
世绘画中极为精妙的一幅作品。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
茂，点染皴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画卷引首还有明代书
画家董其昌书题。

太极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反映太极思想的太极
图，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图案。辽代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造型
巧妙、制作精细、装饰富丽，是辽代陶瓷中的佳作。壶为扁圆形，
圆口，曲柄，管状短流，圈足。胎质灰白闪红，挂白粉。通体施
黄、绿、白三色釉，水波纹地，上浮有如意流云带。柄外施绶带
纹，流基部作牛首张口状。壶身两面印相同的凸起花纹，中心一
朵莲花内饰有太极图式花纹，勾画出“始于天然、载于天道”的审
美意境。

在元代织锦 《百鸟朝凤图卷》 前，众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这件织锦是用多色丝线、金线和孔雀羽线织造而成，配色华
丽，织造技术高超，是元代织锦的代表作。图像以凤鸟为主

体，其他鸟类、花卉呈散点式分布，花鸟造型生动美丽。百鸟
朝凤源于中国古代传说故事，凤鸟本是一只普通的鸟，用自己
采摘积攒的果实拯救了濒临饿死的其他鸟类。这些鸟为报恩，
各献出一根最美的羽毛给凤鸟，于是凤鸟成为最漂亮的鸟中之
首。这个故事体现了和谐共生、团结互助的理念。

《文姬归汉图卷》为金代张瑀所作，描绘了东汉末年蔡文姬从
匈奴驻地返回中原途中的情景。

画卷前端一汉人骑老马引路，肩扛圆月旗，躬背缩首，迎风沙
而行，侧后方有一马驹紧紧相随。稍后数步便是画卷中心人物蔡
文姬，头戴貂冠，身着华丽胡装，脚蹬皮靴，骑在马上，手扶鞍桥，
双目凝视前方。文姬身后有多名侍从和马夫，形态、动作各不相
同。此图表现了丝绸之路上发生的历史故事，反映了中原汉族与
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流交往。

在“协和万邦”部分，东罗马鎏金银盘、北周鎏金人物故
事纹银壶、唐代长沙窑青釉贴花舞蹈人物瓷壶等精美文物，诉
说着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东罗马鎏金银盘为
甘肃省靖远县北滩出土，银盘表面曾有鎏金，现已大部分脱
落。盘内满饰浮雕花纹。纹饰分为3个区域：外圈饰16组相互
勾连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动物；中间一圈浮雕呈环
带状，内列12个人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
为微微凸起的圆域，图案为一倚坐于猛兽背部的青年男性，猛
兽圆足内底有点状铭文一行。学者认为，盘心图案中的男子是
古希腊神话中的葡萄酒之神狄奥尼素斯，盘上所刻文字为大夏
文。此银盘是中国境内发现的重要罗马文物，其制作年代大约
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罗马帝国前期与中国保持友
好往来，据 《魏书》 记载，东罗马帝国曾 3 次派使团访问北

魏。这只银盘也许是东罗马使者遗留在黄河古渡的贡品，也可
能是西方商人带来贸易的物品。

手段多样 增强互动体验

此次展览运用多媒体和数字化技术，生动展示文物的丰富
内涵，带给观众良好的互动体验。

一只骆驼昂首嘶鸣，双峰间驮着沉重的皮囊。骑骆驼的人
深目高鼻，头戴圆毡帽，手中拿着饼，一边赶路一边吃着。在
胡人吃饼骑驼俑展柜旁，有一台电子触屏设备，可以查看这件
文物的细节、出土过程以及历史背景。“陶俑身上的这种饼，原
来叫‘馕’，传入中国后一度被称为‘胡饼’，很受中原百姓的
欢迎。”一名参观者看着互动屏上的信息，给身旁的孩子介绍。

宋徽宗草书 《千字文卷》 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欣赏。这幅
11.7米的长卷全部展开，气势磅礴。展柜上方的电子屏展示了
这幅作品的放大图像，让观众能够看清每个字的创作细节。

与《千字文》一样全部展开的还有长达12米的《姑苏繁华
图卷》。这幅画作为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徐扬绘制。图卷上方也
有一块电子屏，以动画形式展示了图中的重点场景。游船在河
上来回穿梭，街巷间人头攒动，生动再现了清代苏州“商贾辐
辏，百货骈阗”的繁华。

“元四家”之一王蒙的《太白山图卷》描绘了浙江鄞县太白
山及周边景致。全卷用笔繁密，以朱砂、花青点染，技法高
超，别具一格。在一个 AR 体验空间里，观众可以体验画中太
白山的四季轮回，变幻的美景配以悠扬的传统乐曲，让人感悟

“天人合一”之美。

上图：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局部）。下图：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辽博最大规模特展登场

珍品文物阐释“和合中国”
本报记者 刘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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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稍微关注些国际新闻的人都已经注意到

，作为欧盟当之无愧的发动机和领头羊，德国最

近的日子，着实不太好过。

一方面，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

自2022年2月以来便持续居高不下，极大地影响

了德国的工业生产。

另一方面，波及整个欧洲的通胀大潮同样没

有放过德国，今年2月以来德国的月通胀数据没

有一次被降低到7%以下，在刚刚过去的9月更是

直接冲上了10%，这无疑极大地推高了普通德国

居民的消费账单。

屋漏偏逢连夜雨。最近这一个月，又有一个

“老冤家”在外交领域向德国发起了挑战——据

外媒报道，自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

于上月1日提出，德国应当为自己在二战中侵略

波兰的行为进行赔偿，而经过计算，这一数字被

确定为6.2万亿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约合1.32

万亿美元）……

那么，在二战已经结束77年后，波兰为何会

突然向德国方面提出赔偿要求？近来境遇日渐艰

难的德国人，又将如何应对这个要求？波兰人的

“宏大”野望，又能否实现呢？

我，波兰，赶紧打钱

尽管这条在标题中同时含有“德国”、“波

兰”、“二战”和“赔偿”等字眼的新闻看起来

着实令人有些啼笑皆非，但不得不说，波兰方面

的确正在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推动着这件事情。

继赔偿问题在9月1日被执政党法律与公正

党的领导人雅罗斯瓦夫· 卡钦斯基提出后，波兰

议会迅速将之列为了优先级非常高的事项优先办

理。仅仅两周后，波兰议会下院就以418票支持

，4票反对，15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这一

决议，以政府的名义要求德国进行赔偿。

不过，“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德国

政府自然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在短暂的震惊

后，德国政府便立刻表示，波兰方面的要求不可

能被接受，德国政府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德

波双方）的二战赔偿问题早已结束。

事情到这还没完，在沟通无果后，波兰政府

又于10月3日向德国发出外交照会，算是正式把

这件事摆到了外交场合上。

考虑到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曾经在赔偿数字

提出后发表过诸如“没有真相和赔偿，波德之间

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解”这样的强硬表态，以及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10月4日访问华沙时被波兰

方面公开问到此事，这场两国之间的二战赔偿纠

纷看起来在短时间内是没办法平息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波兰以二战为理由向德

国提出经济赔偿自然有其合理性。作为标志着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代表性事件，德国闪击波兰

既成为了军事学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又给当时

的波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为了镇压波兰人的反抗，德国国防军和党卫

军不仅处决了大量战俘，还经常在城市的中心地

区屠杀大量平民以制造恐怖氛围。另外，为了系

统性地灭绝波兰的犹太人，德国在波兰领土上建

立了40多个集中营，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奥斯

维辛集中营。

在德国完全占领波兰后，纳粹高层还掠夺了

大量科研和艺术成果，约有50万件波兰官方和民

间收藏的艺术品被纳粹德国抢走。

更过分的是，为了彻底斩断波兰的文化传承

，避免下一代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出现，德国高层

还下令所有波兰儿童只能学习德语，且最多上到

小学四年级。

在1944年的华沙起义后，恼羞成怒的纳粹高

层还下令将波兰的首都、历史名城华沙夷为平地

，整座城市在纳粹的蹂躏下化作了一地废墟，战

后的重建花了整整20年，其中的部分地标建筑更

是等到苏联解体前才修复完毕。

根据事后统计，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600

万波兰人（其中包括约300万波兰犹太人）丧生

，531个村庄和城镇被烧毁，经济损失更是难以

估计……

我，德国，非常委屈

如果只看波兰人在二战期间所遭遇的这些悲

惨经历，那么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波兰政府提

出的索赔要求合情合理，但德国人能够眼睛都不

眨地拒绝波兰政府的要求，自然也是有所根据的

。

事实上，由于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

罄竹难书，战后的相关赔偿工作在德国投降后便

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不过，由于二战后美苏英法四大国围绕着德

国的战后地位进行过非常激烈的博弈，德国最终

分成了由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东德），以及由

美国主导的联邦德国（西德），而波兰又是苏东

阵营国家的一员，因此相对来说德波之间的赔偿

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一些。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德与波兰接壤，而波兰

又与苏联接壤。在二战结束后，三国之间的领土

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变动，即苏联占领了部分波兰

领土，而波兰又占领了部分德国领土，因为三国

的国境线均向西推移，因此也被不少人戏称为

“向左转齐步走”。

这一举动不仅两国之间的边界直接推到了奥

得河-尼斯河一带，还让今日的德国一下损失了

23.8%的领土（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相比），这才

有了“德国国歌里的地点都不在今日德国境内”

的笑话。换言之，对于东德方面来说，二战后相

当于用领土赔偿了波兰。

此外，波兰还与西德方面进行了谈判。由于

双方并不接壤，西德方面选择干脆利落地赔钱，

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 施密特与波兰领导人签

署协议，共计赔偿了13亿德国马克。

另外，在两德统一后，德国还通过其他形式

赔偿了波兰，如向在二战中被德国强制征用劳役

的波兰人赔偿、向在二战中被德国方面杀害的波

兰精神病患者赔偿，等等，前前后后总额超过了

80亿美元。

总的来说，德国方面的诚意算是很足，在经

过这么多年割地+赔款的“还债”后，他们也确

实认为自己已经为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赎了罪。

因此，波兰方面今天所提出的天价赔偿要求，似

乎有些无理取闹。

不过，按照波兰方面的说法，在两国缔结赔

偿协议的1954年，自己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

是被前苏联所控制的“傀儡国”，最终同意赔偿

是受到了苏联高层的压力，因此不算数，得重新

协商。

关于这一点，德国人则反唇相讥地认为，如

今波兰政府的法统承袭自冷战时期的波兰人民共

和国，当时的谈好的协议如今不能不认账，而且

如果你觉得赔偿没谈拢的话，那干脆也连同边界

谈判一起重启。就这样，两国谁都不愿意再退一

步，只好继续僵持在这里。

我，欧洲，再难团结

其实，自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于2015年上台执

政以来，有关要求德国追加二战赔偿的声音就层

出不穷，但始终仅限于少数几个政客的“自嗨”

，且金额一开始也只有8500亿美元。

这次波兰突然从国家层面提出狮子大开口，

乍一看着实打了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但其实，

波兰政府之所以会一步步地把德国政府往坑里逼

，是有它的现实考量的。

从波兰国家层面而言，由于在近代史上曾经

几遭瓜分，三度亡国，因此现代波兰急需一个强

力的手段来重塑国民认同。

而作为右翼党派的法律与公正党能找到的最

好抓手就是民族主义，再结合波立邦联时期威震

欧洲的辉煌历史以及传承千年的天主教信仰，便

可很好地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因此，哪怕只基于长久执政这一个要求，法

律与公正党也要拼命地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热忱

，而向德国表达强硬自然是一个好手段。

此外，波兰国内有95%的人信奉天主教，国

内的保守主义氛围十分浓厚，这也让它们在很多

议题上显得与整个欧盟格格不入。

例如，波兰拒绝接受穆斯林难民、强硬反对

堕胎、拒绝维护性少数群体的权益，而这几点在

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内已经成为了不可触碰的绝

对政治正确，凡是反对上述议案的都会被归为

“极右翼份子”。

因此，波兰近些年与欧盟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欧盟曾多次以波兰司法不透明等名义扣压本应

派发给波兰的款项，像2020年的581亿欧元的新

冠专项复苏基金，就被欧盟一直扣到了2022年的

6月，才终于发到了波兰手里。

或许正是基于担心自己这样的“异类国家”

被整个欧盟所排挤，波兰近几年在争夺欧洲话语

权方面的表现十分强势，不仅在提高军费预算的

基础上购置了大量美国先进武器，如F-35战斗机

、MQ-9无人机、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防空导

弹等，还几次要求美国增加在本国的驻军。

目前，若论波兰军队的装备精良程度，可以

说在整个欧洲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态度坚定地支持乌

克兰，认为自己已经充当了“捍卫整个欧洲自由

民主的前线”，并以此为理由多次向欧盟施压，

要求整个欧洲都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和乌克兰，

颇有当年波立邦联时期“天主之矛”的雄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个月波兰还向捷克提出

领土要求，希望重新划分两国有争议的切欣地区

领土。这摆明了就是想趁着现在兵强马壮，一次

性解决与捷克的领土争议，在扩大本国领土的同

时也能提高自己在整个欧洲的威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波兰总理会在上个月11日

做出“波兰已经成为了全欧洲发展的火车头，而

德国的政策却给欧洲带来了巨大伤害”这样的表

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对于德国人来说，先不论波兰这种谋求借俄

乌冲突上位，争夺欧盟话语权的行为能否被接受

，至少1.32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是绝对不能实现

的。因为就在前两天，希腊外长也表态，要求德

国在1960年1.15亿德国马克的基础上，再追加赔

偿3000亿欧元。

这个口子要是一开，以当年第三帝国荼毒欧

洲的罪恶行径，德国怕是要赔上很多年的

GDP……

显而易见的是，欧洲号列车正在朝着不可控

的方向疾驰，像北溪管线被炸、波兰索取赔偿这

样的事情，很可能只是一个开端。在全球经济普

遍下行，新一轮金融危机即将来袭的态势下，欧

盟这个大家庭还能坚持多久呢？

波兰，向德国索赔6.2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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