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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

打“鬼”“怪”主意
张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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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名为《亚洲
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列出了针对
澳大利亚各级政府、企业、联合会和民众
未来 !"年（到 #$%&年为止）的一系列目
标。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希望能抓
住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特别是通过发展
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促进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 世纪被白皮书定义为“亚洲世
纪”，着实令人感叹：澳大利亚“变脸”
了。

白皮书如何描绘蓝图？

这份白皮书长达 "$$ 页，历时 !! 个
月撰写，包括 《亚洲的崛起》、 《亚洲未
来展望》、 《澳大利亚 %$%& 年展望》、
《构建本地区的持久安全》 等 ( 个章节，
展示了澳大利亚如何在亚洲世纪中成为赢
家的路线图。吉拉德指出，亚洲崛起既是
澳大利亚人的机遇，也是挑战。

澳大利亚国旗上醒目的米字，已述说
了这个国家与英国的历史渊源。)*++年 )

月 %, 日，英国人在澳大利亚杰克逊港建
立起第一个英国殖民地，如今已变成澳大
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这一天也载入史
册，成为澳大利亚的国庆日。)(") 年，
澳大利亚获得内政外交独立自主权，成为
英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目前，在外交上，
澳大利亚坚持巩固澳美同盟、发挥联合国
作用并拓展与亚洲的联系，着力推进“积
极的有创造力的中等大国外交”。带着欧
美烙印，大力亲近亚洲，是出于何意？白
皮书又如何描绘蓝图？

白皮书在 &大方面提出了 %&个目标，
涉及教育、经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包括
让澳大利亚孩子学习亚洲语言及文化；商
界和政府的决策人士应该具备有关亚洲地

区的专业知识；鼓励澳大利亚与亚洲发展
社会及文化联系，实现更为深层的外交关
系等。吉拉德政府还将专门增加一个“亚
洲世纪政策”部门，来迎接亚洲世纪。

“唱红脸”就能促进发展？

今年 , 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
芬·史密斯表示，“我们将继续拓展澳美
之间保持 ,-年的联盟架构”，同时指出澳
中 .- 年的友好关系也不会因为美国加强
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而削弱。澳大利
亚坚持双赢政策，与欧美是老朋友，但也
不放弃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历史渊源
难以割舍，那朝向亚洲，原因何在？

作为南半球经济发达的国家，澳大利

亚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同时也因
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被称为“坐在矿车上
的国家”。亚洲地区对澳大利亚的农业、
矿产、旅游、教育等资源有着巨大的需
求，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澳大利亚获益
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持续繁荣加深了
其对亚洲的“钟情”。依靠亚洲新兴经济
体的强劲需求，澳大利亚不仅未在席卷全
球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而且经济始终
保持着良好的增长趋势。

为了进一步扩大经济往来，白皮书希
望未来澳大利亚 %--强企业董事会 )/"的
成员拥有和亚洲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或者了
解亚洲地区。只是，了解亚洲容易吗？此
番“唱红脸”的尽力讨好，就能保证经济
的长远发展吗？吉拉德提出，“未来仅靠
运气是不够的，澳大利亚的未来将取决于
澳大利亚人自己的选择以及澳大利亚如何

融入其所在的地区。”或许白皮书只是正
式融入的开始，未来如何平衡自身与欧美
及亚洲间的关系，在外交、经济、文化等
领域展开抉择将是澳大利亚政府面临的更
大挑战。

转向亚洲仍是利字当先

金砖国家中有两个是亚洲国家，金融
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和印度成为 %) 世纪全
球经济的亮点，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了美国。白皮书称，将在 %$%&

年前实现澳元和人民币的直接结算。中澳
商会主席戴维·奥尔森说：“建立起与本
地区最重要货币———人民币的直接联系
后，澳中商业成本将降低，汇兑风险将减
少。”澳大利亚正式将“拥抱亚洲”上升
到了战略层面，不难发现，战略调整的关
键仍是利字当先。

从历史上看，大航海时代推动西欧快
速崛起，)( 世纪之后，权力中心继续向
西转移到美洲大陆。然而，上世纪 *$ 年
代的经济危机使世界关注日本以及东亚
“四小龙”创造的经济奇迹。%) 世纪初，
反恐战争、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则进一
步推动权力中心回到亚洲大陆。亚洲的自
然资源、劳动力优势及广阔的需求市场吸
引着投资者的目光，澳大利亚搭乘快车变
得自然而然。

不过，考虑到人口总数及 012 总
量，相比于欧洲，亚洲依然贫困，创新力
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仍需加强。此时澳大利
亚朝向亚洲，并不会改变国际政治体系，
仅仅是战略调整中发展经济、追求利益的
必然选择。所谓拥抱也只是伸出了手臂，
是否真心仍需时间考验。

澳大利亚转向亚洲“唱红脸”
聂传清 滕红真

大街上一群僵尸人偶突然跳到你面
前，而身后又贴上来一只美人鱼；抑或是
一群穿着神秘披风的小捣蛋“鬼”，戴着
诡异面具，提着“杰克灯” （南瓜灯），
敲开你家的大门，神气地喊着“要恶作剧
还是给款待”？不需要诧异，这不是拍电
影，而是群“魔”乱舞的万圣节来了，你
有没有胆量跟着“鬼”混一把呢？

万圣节其实就是国外的鬼节，每年的
)) 月 ) 日在西方国家都会隆重举行。西
方人认为每年 )-月 ")日晚上是新旧岁次
交替的前夕，恶灵会降临。为了驱逐恶
灵，人们熄灭家中炉火，装成没有人在
家，同时，戴上狰狞可怕的面具，把自
己打扮成妖魔鬼怪，一起走到街上巡游，
营造喧哗吵闹的气氛，以驱赶那些游魂

野鬼。
穿上化妆服、戴上鬼怪面具、挂上南

瓜灯，这些传统习俗今天已演变成一系列
轻松的庆祝活动。人们由此多了一个娱乐
的借口和扮鬼扮怪搞恶作剧的机会，更像
是一个全民可以参与的化装舞会，比比创
意和出位。人们的惊叫，更多的不是害
怕，而是刺激和惊艳。为吸引眼球，各地
纷纷打起了“鬼”“怪”的主意。

)-月 %+日，日本神奈川县的川崎站
前举办了日本国内最大型的万圣节活动。
据悉，“川崎万圣节”已经成为川崎秋季
旅游的一张响亮的名片，约 "--- 人参加
了今年的化妆游行和化妆比赛，)- 万人
目睹了活动盛况。“怪兽”、“僵尸”等
各路参赛选手使尽浑身解数，吸引了大量

游客的关注。
打“鬼”“怪”主意，搞规

模效应，自然少不了万圣节的标
志性角色南瓜。据英国 《每日邮
报》 消息，日前，%-)% 年万圣节
最不容错过的惊悚南瓜雕刻“空
降”纽约植物园。数量庞大、造
型逼真的南瓜僵尸雕刻生动地表
现了一个个缓缓站起的僵尸四处
游荡惊扰人类的主题，游人纷纷
慕名而来体验“僵尸来袭”的战
栗感。

万圣节催生的这些“搞鬼怪”
经济可谓花样繁多：酒吧搞“鬼”
派对，电影院力推“鬼片”，连餐
馆都恨不得做顿“鬼餐”招待你。

随着美国大选步步推进，政敌
成为今年万圣节服装的灵感之源。
在出售万圣节服装的“纽约道具
店”，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米特·罗姆尼的面具成销售热
门，且奥巴马的面具销量略胜一
筹。而在此前的万圣节中，“吸血鬼

总统”奥巴马和“丧尸天
王”迈克尔·杰克逊的组合
也是相当具有人气。万圣
节里，娱乐至上的精神被
发挥得淋漓尽致。

题图：美国总统奥巴

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

姆尼的万圣节面具。

大自然似乎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给这个世界带来一

次次的意想不到。今年的美国大选曾被媒体评价为相当

无趣的一次，因为奥巴马似乎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但

是，罗姆尼在一辩中的精彩表现赶走了媒体的无聊，让大

选变得有意思起来。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就在离 ))月 ,

日大选日只有 +天的时候，就在奥罗两人争相游走在“摇

摆州”拉选票的时候，大自然给美国送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飓风“桑迪”！本就胶着的大选更加难测了。

其实这场飓风并不能完全说是突如其来，毕竟，每

年 ,月至 ))月正是大西洋热带风暴和飓风高发的季节。

然而，“桑迪”却用其巨大的破坏力让两位候选人都感

受到了惴惴不安。“桑迪”还可能将和来自美国西部的

初冬暴风雨以及来自加拿大的北极寒流合流，演变为

“弗兰肯风暴”，成为美国东部地区几十年未曾遭遇的超

级风暴。目前，美国多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有

&--- 万到 ,--- 万人可能受到影响。许多气象专家预

计，这场“弗兰肯风暴”可能比去年 +月给美国东北部

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的飓风“艾琳”更具破坏性。

奥巴马应该有些急了。毕竟，他曾希望重演 %--+

年的成功———带动大家提前投票以扩大自己的优势。他

的希望曾经看起来触手可及：数据显示，今年提前投票

的选民占比达 .-3，而其中奥巴马得票率高达 &.3。然

而，“桑迪”已经让这种希望基本变成了奢望。

“桑迪”的到来也带来了最新的“十月惊奇”———即

发生在竞选最后阶段、有可能改变大选结果的新闻事

件。而通常都认为在一场胶着的选战中，这样的“十月

惊奇”对当权者的伤害更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自然

灾害中，选民很容易指责当权者。奥巴马不会忘记

#$$& 年“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美国南部时，时任总统

小布什因为应对不利而遭受到潮水般的批评。对于奥巴

马而言，“桑迪”无异于双刃剑：真能“迅速而有效地

反应”，支持率或许会上升；然而一旦有让人不如意的

地方，或许就只能对着白宫叹气了。此外，奥巴马还必

须努力在应对灾害与竞选活动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罗姆尼也不容易。“桑迪”夺走了民众对大选的关

注，自然影响到他来势汹汹、财大气粗的竞选势头。而

且，他还必须小心翼翼地尽力避免让自己显得是在利用

一场悲剧捞取政治资本。

奥罗两人究竟谁将在这场飓风中遭受更大的伤害？

现在没有人敢确定。在这场已经花费 #$多亿美元的大

选中，“桑迪”让一切变得更加不确定了。

桑迪突袭恐左右选情
张 红

!)$ 月 #+ 日，澳大利亚总理吉

拉德在悉尼洛伊研究所推介白皮书。
"漫画：红脸
与白脸

)$月 #+日，由印度国大党
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完成
一次大规模内阁改组，有 ## 名
新部长上任，另有 #$ 多名部长
职位被调整。以 +$岁高龄的外
交部长克里希纳为首的 & 位资
深部长退位让贤，使政府可以
引进更多年轻面孔。如此一来，
内阁成员平均年龄下降不少。

内阁变化很大

印度内阁的此次举动被视
为新老更替的大变动。克里希
纳 #, 日在递交辞呈时说道，
“辞职是为让更多年轻人加入
内阁，年轻人必须承担责任。我
认为，现在应该让出位子。”

在这次内阁改组行动中，
印度政府同时调整了 * 名部
长，调整或新增了 )& 名初级部
长。

受多方面压力

辛格政府此番改组，不仅
是为饱受腐败丑闻困扰的国大
党转变形象，更是为摆平各派
政治势力、赢得下一届大选铺
路。

新德里媒体中心主席劳务
指出，辛格这次内阁重组至为

关键，他希望可以组织一个能
迎战下届大选的团队。为了给
内阁注入更多活力，他引进了
更多年轻和新鲜面孔。

总理辛格为了重振国大党
领导的联合政府的声誉，近月
来宣布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改
革措施，但这一连串革新政策
不单遭到反对党的抵制，还引
发联合政府中的草根国大党的
不满。为了获得足够的支持率，
辛格政府不得不从内阁入手，
示以正面的形象。

近期印度内阁饱受贪污丑
闻困扰，关键盟友的退出也给

执政联盟不小的打击。内阁改
组前，旅游部长苏博德·坎
特·萨海卷入一起国有煤矿遭
贱卖的丑闻，向辛格递交辞呈。
改组内阁是辛格向选民证明本
届政府没有腐坏的最后机会。
此次重组内阁，是要改变政府
形象，为 )+ 个月后的印度全国
大选铺路。

未来政治走向

除此之外，政府为了改变
内阁的“老人”形象，此次改组
增添更多年轻男女部长。一些
分析人士指出，人事调整是政
府改革的重要举措，以便在明
年的 )) 个州选举前，摆脱政府
贪污和懈怠的指控。

不过，有专家指出，此次
内阁改组似乎为时已晚，一时
间恐怕难以对摆脱腐败丑闻、
解决政治瘫痪等问题产生实质
性效果。

印度改组内阁：

起用青年革新政治
刘晓龙

英国经济最近得到个不错的消
息。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
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英国国内生产
总值（012）比上一季度增长了
)4-3，这是英国经济 &年来增长最
强劲的一个季度。此前，英国正置于
自上世纪 &- 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
长的“二次衰退”的水深火热中。

今年第二季度，为庆祝英国女
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 ,- 周年，全
英放假一天因此减少了工作日，这
成为了影响第二季度产出下降的主
要因素。而随着 *月份工作日恢复
正常，英国工业生产加速，英国当
月的 012 增加了 -5& 个百分点。
此外，奥运效应也是英国经济发展
的一大亮点。据统计，伦敦奥运会
和残奥会在门票销售、就业、住宿
和交通等方面均有贡献，带动了
012 增长 -5%3。因此就有分析认
为，如果不考虑奥运效应等暂时的
影响因素，英国经济看上去只是温
和增长。即便如此，在“阴云密

布”的欧洲，英国经济的发展仍比
欧元区乐观一些，在就业等方面，
英国的表现远强于欧洲的其他国
家。相比于其他国家采取紧缩措施
削减赤字的做法，英国经济三季度
的反弹得益于其所拥有的货币主权
以及政府所制定的特殊经济政策，
这让英国在应对危机上更具有灵活
性，因此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暂时摆脱持续 "个月的经济衰
落，是一个超出英国人预期的结
果，这也让他们的头顶上出现了一
丝希望的曙光。正当许多人憧憬着
未来时，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
经济发展前景仍不容乐观。有预测
称，英国今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
可能走弱。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
斯本也表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但数据显示我们走在正确的
道路上。”欧债危机对英国经济增
长构成威胁依然存在，国内经济复
苏进程很容易被打断，英国人很难
有停下喘息的机会，英国经济迎来
的也许只是个短暂的春天。

印
度
总
理
辛
格
和
国
大
党
总
书
记
拉

胡
尔·

甘
地

︵
资
料
图
︶

)-月 "-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模特

展示用鲜花制成的服装。当天，一年一度的

荷兰国际园艺展在阿姆斯特丹拉开帷幕，吸

引了来自 "-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 名参

展商。作为展会的亮点，模特们身穿用鲜花

制成的服装走秀，引得大批游客驻足观看。

西尔维亚·莱德尔摄（新华社发）

霓 裳 花 衣

英国经济：

1%带来曙光
张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