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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2年以来，日韩等国的美
国驻军新增新冠肺炎病例连创新高。
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
13日下午，驻日美军相关人员共报告
确诊病例5340例（不包括已经康复的
人），首次突破5000例。驻韩美军基地
疫情近期也呈急速蔓延势头。1月4日
至10日，美军基地新增确诊病例1599
例，连续两周刷新确诊病例数新高。

驻外美军基地疫情严重外溢，加
剧了驻在国的疫情形势。日韩两国并
非个案。此前，美军还把病毒带到了驻
德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内，造成疫
情暴发。在美军驻伊拉克、阿富汗、叙
利亚等国的基地内，美军肆意散播病
毒，也导致当地疫情形势更加严峻。但
美军都拒绝公布详细数字，搪塞了事。

驻外美军凌驾于驻在国法律之
上，不尊重、不遵守当地防疫规定，漠
视驻在国人民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权
利，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病毒“超级
传播者”。这是对美国声称要在全球抗
疫中发挥“领导力”的莫大讽刺。

驻外美军在当地任性胡为到什么
程度？以日本为例，从2021年9月开始
的 3 个多月时间里，在未告知日方的
情况下，美军单方面决定，不再在美国
国内对赴日美军实施检测。这在日本
网络上掀起巨大争议，有网民评论称：

“进日本时不检测，出日本时检测，这
已经不能拿地位协定当借口了，就是
明明白白的歧视。就像是在说，从美国
将病毒带进日本，‘可以’；从日本将病
毒带进美国，‘不行’。”美军驻日本汉
森营地暴发聚集性感染后，日本中央
政府和冲绳县政府敦促驻日美军禁止
基地人员外出。但据《冲绳时报》报道，
美军士兵仍然成群结队在营地外的商
业街逛夜店、酒吧，在餐厅吃饭。他们
不仅不戴口罩，而且在街上大声喧哗。

美国政府和驻日美军的种种敷衍
塞责之举，放大了在诸多方面都不受
日本国内法约束的《日美地位协定》
存在的问题。按照 《日美地位协
定》，美军可对基地的设定、运营、警卫及管理采取一切
必要之措施。这一排他性管理权是事实上的“治外法
权”。历史上，驻日美军在当地犯罪而不受日本法律处置
的事件比比皆是，早已令当地民众、媒体、政府苦不堪
言、怨声四起。难怪有日本网友评论说：“时至今日，

《日美地位协定》还是殖民地协定。”
再看韩国，驻韩美军感染人数激增的消息并不让人意

外。疫情发生以来，驻韩美军聚集狂欢、醉酒驾驶、乱放鞭
炮等无视当地防疫规定的荒唐行径屡见报端，引发韩国舆
论一片哗然。但据韩美双方于1966年签署的《驻韩美军地
位协定》，驻韩美军与驻日美军一样，拥有治外特权，韩国
的法律管不着美国士兵。有韩国民众抱怨称，如今2.6万驻
韩美军已经成为韩国实际意义上的“太上皇”。

最近，经过日韩民众的多次抗议和日韩政府的多次交
涉，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驻外美军在驻在国的活动范
围以及加强驻外美军核酸检测等措施。但驻外美军此前我
行我素肆意散播新冠病毒的恶劣行径，已成为撕破驻在国
疫情防线的“溃堤蚁穴”。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看来，驻外美
军带给驻在国的不是和平，而是灾难、破坏和死亡。冲绳县
政治团体“全冲绳会议”日前发表声明，谴责驻日美军是威
胁冲绳人民生命安全和造成生活障碍的罪魁祸首。

防疫不应有“法外之地”，更不应有“法外之人”。
美国应当深刻检讨自身行为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的负面
影响，严格约束驻外美军行为，对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健
康采取尊重和负责任态度，不要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近期，处于夏季的南半球多国热浪滚滚。阿根廷、澳大利
亚、乌拉圭等多个国家陆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升至
近50℃，多地高温纪录被打破，再次敲响全球气候变化警钟。

极端高温带来多重挑战

据阿根廷国家气象局报告，1月11日，阿根廷有11项高温
纪录被打破。5个主要城市出现了有纪录以来1月份的最高气
温以及近50年来的最高气温数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当
地时间1月13日，澳大利亚西部沿海小镇昂斯洛出现了50.7℃
的高温，打平了60年前创造的南半球最高温度纪录，比当地常年
同期温度高了10℃以上。世界气象组织正对这一纪录进行核查。

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
卫星城在高温天气期间出现大规模断电，影响约70万用户的电
力供应。据悉，阿根廷政府已宣布国家公共行政部门采用远程
办公方式，以减少办公场所的水电消耗。当地企业也被要求在
每天下午最热的时间段缩减产能，把电力留给住宅区。

“极端高温将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多重负面影响。”中国气
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例如，
水、电等资源被大量消耗，势必影响经济复苏进程；有可能导
致路面变形坍塌、车辆发动机过热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会
显著增加人体呼吸、循环、泌尿等系统疾病风险，在新冠肺炎
疫情延宕反复的形势下，医疗资源将面临更大压力。多重挑战
下，政府治理难度加大，社会稳定或将受到冲击。

气候变化危机日益严峻

事实上，类似于南半球的极端高温天气，也曾出现于2021年
夏季的北半球。过去一年，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频发。美国加州东
南部死亡谷国家公园气温一度达到81℃；欧洲中西部多国暴雨
肆虐，引发严重洪灾；美国加州、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俄罗
斯西伯利亚与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等出现大范围火灾……

“受全球变暖影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已趋于常态。”巢
清尘说，“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报
告，全球气候系统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0年以来的

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
2021年9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

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图集 （1970—2019） 报告》 显
示，过去50年，全球范围内与天气、气候和水患相关的灾害事
件数量增长了5倍，所报告的经济损失增加了7倍，严重影响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福祉和安康。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称，2021年的极端天气事件导致
农产品价格飙升，2022年粮食价格或将维持高位。2021年底，拉
尼娜现象连续第二年出现，引发人们对农作物受损的担忧。

巢清尘分析，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一些复合型极端事件
也不断增多，如热浪和干旱同时或连续发生；野外火灾发生频
率越来越高；沿海和河口地区的洪涝、台风 （飓风）、风暴潮
等频发。各种“灰犀牛”事件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危机已在眼
前，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风险的紧迫性不容忽视。

气候治理呼唤务实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202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六次缔约方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
的谈判代表签署《格拉斯哥气候公约》，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
的紧迫性，进一步强调需要快速、深入和持续地减少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以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温升控制在2℃内，并
力争实现1.5℃的目标，让世界免遭灾难性气候变化。此次会
议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征程。

“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频繁、高强度发生
的‘罪魁祸首’。”巢清尘分析指出，短期来看，减轻自然灾害
负面影响是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各国需要加强合作，提高对
气候灾害的预警能力，加强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监测和风险评
估，重点关注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过程中与极端事件相关的农
业和水资源风险加剧、生态安全风险升级、健康安全风险加大
等问题，做到科学规划、提前布局，努力提高适应能力。从长
期来看，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之路。构建公平合理、务
实有效和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需要各方携手共进、
落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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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多重挑战呼唤团结合作 中国声音传递更多希望

2022达沃斯：为全球治理把脉
本报记者 李嘉宝

1月17日—21日，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
（又称达沃斯论坛）视频会议举行。在新冠肺
炎疫情延宕反复，世界经济沉疴未去、新忧不
断的大背景下，“世界形势”成为今年会议探
讨的主题。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商业领
袖及国际组织和社会组织领导人汇聚云端，纵
论天下大势，为复苏世界经济、应对全球性挑
战寻找共识和良方。

如何战胜疫情？如何建设疫后世界？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本次视频会议并发表
演讲，就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给出中
国答案——“携手合作，聚力战胜疫情”“化解各
类风险，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跨越发展鸿
沟，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摒弃冷战思维，实现和
平共处、互利共赢”。中国声音响彻达沃斯论坛，
又一次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拨开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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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南半球高温敲响气候变化警钟
常可潆

南半球高温敲响气候变化警钟
常可潆

疫苗接种开放日疫苗接种开放日

1月16日，意大利博
洛尼亚一处新冠疫苗接种
中心举行开放日活动，民
众无需预约即可前往该机
构接种新冠疫苗。

上图：该中心工作人
员扮成小丑与儿童互动。

左图：一名儿童在接
种新冠疫苗。

贾尼·斯基基摄
（新华社发）

危 机

又到一年“达沃斯时间”。此刻，疫情阴云笼罩下的
世界依旧危机重重。

当地时间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界
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指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供应
链、通胀等因素，全球经济复苏在急剧放缓，威胁联合
国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他还特别指出，目前离世
卫组织设立的 2021 年底完成全球 40%人口新冠疫苗接
种、2022年中完成全球70%人口接种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世界经济论坛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据
“德国之声”报道，世界经济论坛新闻公报显示，2022
年视频会议主要围绕疫情、第四次工业革命、能源转
型、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展望等10个议题
展开。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从
气候变化到重建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等，诸多严峻的全球
挑战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应对。”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鹏杨向本报
记者指出，一段时期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
理面临严峻挑战：其一，疫情反复冲击全球供应链，造
成原材料、能源、粮食价格上涨和关键零部件、劳动力
短缺；其二，在疫情影响下，各国实施宽松的刺激性货
币政策，加剧全球通胀风险；其三，一些西方国家鼓吹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排他主义，打着维护“国家安
全”的幌子大搞科技封锁和制裁，迟滞全球经贸科技合
作；其四，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平衡、可持续发展面临挑
战。例如：疫情冲击全球减贫成果、社会贫富分化加
剧、气候治理存在分歧和困难等。“在多重挑战和危机中
召开2022年达沃斯论坛视频会议，对把脉世界经济、探
寻全球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指
出，除了仍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2022年全球面临的
主要风险还包括气候行动不力、社会鸿沟扩大、网络风
险加剧和全球复苏失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这份风险报告反
映了现实情况。2022年，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可归纳为
两方面：抗疫和发展。“一方面，疫情是当前人类社会面
临的最大挑战，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是局部性和阶段性
的，而是全球性和长期性的。持续扩大的‘疫苗鸿沟’
成为全球发展失衡的一大诱因。另一方面，疫情发生以
来，从空前严重的卫生危机到全球经济衰退，从大部分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尾部风险上升，到南北

‘发展鸿沟’扩大、国际关系趋于紧张，人类面临前所未
有的发展危机。”

希 望

面对重重迷雾，世界呼唤拨云见日的正能量。
继2017年和2021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再次在世界经

济论坛发表演讲，以中国智慧和远见，为百年变局中的
世界照亮前路。施瓦布高度评价说，习近平主席的演讲
对推动国际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向我们展示了中国
与世界在未来几年如何走向更美加美好的未来。

“从全球化‘存废之争’到多边主义‘真伪之辩’，
再到 2022 年谈如何开辟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
道，中国在达沃斯舞台上展现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坚定意志和大国担当。”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
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剖析2022年
达沃斯论坛上的“中国声音”，关键词无疑是“合作”。
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在战胜疫情、促进复苏、重振发展、
和平共处等各方面携手合作、互利共赢，这昭示着经济
全球化的真正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同住地球村的世
界各国需要“补台”而非“拆台”，需要“众人拾柴火焰
高”而非“有人烧饭、有人砸锅”。

外媒注意到，就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开
幕当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21 年“经济成绩
单”：中国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43670
亿元，比上年增长8.1%。德国新闻电视台赞叹，“中国
经济仍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稳定器’
的作用进一步凸显。”陈凤英指出，中国总结自身经验，
围绕抗疫和发展两大难题，为国际社会摆脱当下困境指
明了方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各国不是乘坐在190
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这一
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谛。后疫情时
代，无论是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弥合‘疫苗鸿沟’，还是破解
发展难题、推动开放融合，各国都需要彼此尊重、同舟共
济、合作共赢，这才是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总监塞巴斯蒂安·布库普看
来，“应对任何一项挑战，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引领作用，
中国也确实发挥了这一重要作用。”英国知名学者马丁·
雅克表示，“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这体现在‘一带一路’合作上，也体现在中国向其他国
家提供抗疫支持上。”

“达沃斯论坛上的中国声音启示世界：团结合作则
进，相互掣肘则退；开放融合则进，隔绝脱钩则退；平
衡发展则进，发展分化则退；合作共赢则进，以邻为壑
则退。”张鹏杨指出，中国方案为全球发展进步提供了良
方。同时，中国作为相关倡议的践行者，为全球经济复
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出 路

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达沃
斯会场内外，世界在思考。

施瓦布表示，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将是
2022年加强对话、推动全球合作的起点。各国领导人需
要采用全新模式，着眼于长远发展，重新开展合作，采
取系统行动。

白明指出，其一，团结抗疫仍是当务之急。各国要
避免“甩锅”，继续推动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这是助人利己的明智之举。其二，要加强宏观
经济政策的协调，既不能“大水漫灌”引发通货膨胀，
又不能“忽冷忽热”破坏国际资本的正常流动和稳定
性，“损人利己”、“殃及池鱼”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其三，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反对秉
持“以邻为壑”思维肆意加征关税、挑起贸易战，应以
平等对话方式解决贸易争端。

“不能复制继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数以千万
计的人过着贫困和健康不佳的生活。希望2022年能成为
真正的复苏时刻。”古特雷斯表示，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
支持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和贫困会加深，导致社会更加
动荡和更多暴力出现，全球要公平公正对待疫情、改革
金融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气候行动。古特雷
斯再次呼吁疫苗公平，敦促各国及制造商优先向联合国
疫苗计划供应新冠疫苗，支持世界各地病毒检测以及疫
苗和治疗的本地生产，鼓励制药公司向各国分享生产许
可、专利及技术，让世界早日摆脱疫情。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
家间联系愈发紧密，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商经济、健
康、环境等议题，应对重大全球性挑战。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恰普克指
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各国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互利共赢，不同国家
和区域间应加强对话。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树立了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
异中合作共赢的典范。

柬埔寨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夫·马修斯认
为，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后疫情时代维
护世界和平、实现经济复苏和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搞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零和博弈只会害人害己。各
国应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类的教训是深刻
的。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下一次会怎么样？这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问题。”陈凤英指出，面对共同挑战，全人类
应当求同存异，开展务实合作，寻求共同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