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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灰姑娘童话里，到了午

夜，马车就会变回成南瓜。在

现实世界里， 美联储主席伯南

克 !月 "#日关于量化宽松购债措

施或在明年告一段落的讲话在资

本市场上掀起了巨浪。美元指数上

涨，风险货币全面下挫，全球股市

更是接连暴跌。事实说明，经历此轮

危机的洗礼，美元地位仍然无可替代。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显示，在截至

今年 $ 月的一年里，美国核心 %&' 指数

增长了 "()*，创出自 +#!, 年以来的最低

年度涨幅，且低于美联储 -*的长期通胀调

控目标。美国的失业率维持在 ./!*的水平。可

以说，美联储 0年来的货币宽松并没有给国内

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转

圜空间很大。此次伯南克讲话，出乎许多研究人

员的预料。

!月 -+日希腊执政联盟中较小的党派民主左

翼党声明退出联合政府，更加触发了市场对于希腊

经济的忧虑。这也直接打击了欧元和英镑。欧元区

银行业联盟进展缓慢，+,年期美债1德债收益率差攀

升至 -,",年 2月底以来最高。

在亚洲市场上，日股的持续暴跌显示了安倍经济学

的无力：在收紧的美元水龙头面前，日本的一己之力无

异于螳臂当车。中国在贬值的日元面前，体会到了巨大的

出口压力。

而美国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 ! 月 -, 日发布的一份数据

显示，在今年 0月，美国成屋销量增长 23-*，在经过季节调

整后年值为 0"4万幢，这预示着美国市场正在持续实现复苏。

美国人在自己选定的时间点“发动了”金融危机，转嫁成

本，0年后，又在自己选定的时间点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可以预

见，这将制造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市场的波动与转向。新兴市场资

本将持续流入美国的口袋，今年迄今，56%'（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

司）新兴市场指数累计跌近 +,7，而同期美股标普 0,, 指数大涨 +.*

左右。新兴市场是否一直在借来的虚假繁荣中裸泳？新的债务危机是

否会浮现？值得思考。

! 月 -- 日，日本右翼团体在
东京、名古屋、北海道等各地举行
了全日本反韩大游行，大肆宣扬种
族主义、排外主义。这场闹剧不仅
无助于日本外交的解冻，且会令日
本四面楚歌。

排外闹剧

-- 日当天，由日韩断交工作
委员会、“在特会”组织的反韩示
威集会于东京复古的松下公园举
行，数百名右翼分子用装有高音喇
叭的宣传车开道，举着太阳旗、日
本帝国海军日章旗和“与韩国断
交”、“在日韩国人滚出去”等反
韩标语牌，高喊着非常刺耳的侮辱
性口号。

据了解，这并不是日本右翼第
一次举行反韩游行，却是近期规模
较大的一次。

今年 -月以来，以网络右翼团
体“在特会”为主的极右势力几乎
每周末都在大久保“韩国城”示威
挑衅，且人数越来越多，种族色彩
越来越浓。! 月 +! 日，日本右翼
势力曾在这里举行过反韩游行。

类似的集会去年 # 月 -8 日也
有所发生，右翼势力曾在东京、札
幌、名古屋等地举行了名为“韩日
断交国民大游行”的反韩集会。

这样的游行并不只针对韩国，
在去年 # 月 -- 日钓鱼岛争议升温
之时，日本右翼团体“奋起日本全
国行动委员会”就举行过反华游
行，还组织超过 +0,名日本国会议
员组团前往钓鱼岛祭拜。

右翼势力上演的闹剧不仅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也招致日本
民众的反感。一位日本网友评论，
“他们是想制造日本版的‘水晶之
夜’吗9”

众所周知，“水晶之夜”是昔
日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展开疯狂排斥
行为的象征。

选票至上

对于右翼势力的排外举动，日
本政府却并没有任何制止的举动，
并且采取默许、放任的态度。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同样的行
为出现在欧美国家，将被视为煽动
种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的犯罪行为。
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猖獗，一是相
关法律的缺失，但另一方面也是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源于日本政坛右倾

化。
安倍上台后，日本战后的“和

平宪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修宪、拥核、突破防卫三原则的声
音和举动一直未断。阁僚参拜靖国
神社，散发“慰安妇必要论”、修
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
京大屠杀等一系列行为，都是日本
政坛越来越右倾化之举。

分析认为，此次右翼游行如此
大规模爆发，且不受政客指责，与
临近的参议院选举时点不无关系。
日本政客早就发现，右翼言论和举
动是取得大选的关键因素，在某种
程度上是拉拢选票的致胜法宝。安
倍曾经在此事上尝过甜头，这次在
大选前夕，自然不会放弃此等机
会。

以史为鉴

日本反韩游行在韩国国内引发
了强烈抗议，韩国部分民众认为，
极端右翼势力一再做出反韩游行的
举动，说明自身还残留着军国主义
思想，日本政客一再默认、容忍此
类行为，对两国关系会造成极大的
影响。

有的专家甚至表示，日本右翼
的行为，客观上也是挑起战争的前
奏。无论是反韩游行，还是反华游
行，都是日本右倾化的重要动向，
目的借此强化政界制订的右倾路
线，或加快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步
伐，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

有评论指出，在一些日本人眼
中，日本自战败以来就沦为“非正
常国家”。部分政客甚至认为，这
些做法是在向正常国家的回归。

但日本右翼及政界想要通过右
倾姿态争取选票的可能会受些挫
折。因为 0月之后，日本社会出现
了一些变化：维新会因慰安妇问题
支持率大跌，安倍经济学的虚伪性
也日渐明显。

这些变化应该可以给日本政府
提个醒：如果真想缓解各国的担
忧，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特别
是与中国、韩国的关系，希望能够
采取措施，寻找突破口。

但若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必须
先学会反省历史、规范言行，切实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
神，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
国家的关系，否则只能四面楚歌。

反韩游行猖獗 大放排外言论

“水晶之夜”恐令日本四面楚歌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嘴上功夫”常被视为政客增加竞选
筹码的必备“绝技”之一，然而一旦“口无
遮拦”，也会引火上身。

据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复兴厅参事
官水野靖久因多次在“推特”网站上向日
本大地震灾民支援团体和灾区政府恶言
相向，被处以停职 8,天的处分。此外复兴
厅还新设了内部规定，限制工作人员在网
络上随意发布信息。

不过，这项新规定似乎很难管制住日
本官员。就在前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与前外务省审议
官田中均、民主党干事长细野豪志在社交
网站“脸谱”上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网络口
水战，并引发了日本朝野各党干部的网络
互掐，渐有人身攻击之势。

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各国
政要也纷纷跟随潮流，在虚拟空间中构筑
自己的宣传阵地。诸如美国总统奥巴马、
德国总理默克尔、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
斯等，都是积极亲近网络新媒体的典范。
就连英国政府也声明将使用推特来给媒
体记者提供“推特独家报道”。

当然，社交网络可以成为政要们传达
政见的扬声筒，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缺乏
现实情境的规约，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发言
很容易“擦枪走火”。又因为社交网络覆盖
面极广、传播速度极快，仅一条不当的恶

语便可能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
日本官员因言受罚并非孤例。澳大利亚自由党议员迈克

尔·彭吉雷就曾公然在“推特”上辱骂总理茱莉亚·吉拉德“真是
一条母狗”。虽然后来彭吉雷收回了这个不当言论，并解释说自
己原本的意思并没有如此激烈，但是这一在网络上公之于众的
侮辱性言论已经足以给他的政治生涯蒙上污点。

据法新社报道，有艺术家甚至将爱沙尼亚总统伊尔韦斯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于去年 !月在“推特”上
的隔空对骂制作成歌剧进行讽刺。当时，克鲁格曼撰文对爱沙
尼亚的财政紧缩措施表示质疑，伊尔韦斯迅速在“推特”上对其
进行反击，并爆粗口说：“我们就朝东欧人民喷粪吧！他们英语
很烂，既不懂怎么伺候那帮人，又不懂怎么选领导人。”

相信伊尔韦斯在看到这部歌剧时，心中定然五味杂陈。然
而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如何能收回？网络
有风险，发言需谨慎。

今日，俄罗斯、美国和联合国三方在日内瓦举行
新一轮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这是为了寻求叙利亚危
机政治解决方案而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在今年 +

月份举行的叙利亚问题三方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
进展。

联合国发言人称，任何对话、任何磋商谈判都是
正面的信号。这次国际会议到底能给叙利亚带来多少
希望？

陷入僵局

目前，叙利亚的局势持续紧张，叙利亚政府军与
叙利亚反对派之间陷入了对峙的僵局。

! 月初，叙利亚政府军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帮助下
重挫叙利亚反对派，并夺回军事重镇古塞尔，使叙利
亚的战局开始向着有利于政府军的方向发展。

为了改变这一局势，西方国家开始加速武装叙利

亚反对派。
+8日，美国政府一口咬定叙利亚政府军动用化学

武器，越过了“红线”，决定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
援助。-+ 日，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萨利姆·伊德里斯
称，反对派武装已经获得可扭转当前战局的先进武器
弹药。-- 日，由 ++ 个国家外长或外交大臣参加的
“叙利亚之友”会议也决定同意向叙利亚境内反对派提
供紧急军事援助。

虽然“叙利亚之友”会议声称，向叙利亚反对派
提供军事援助是为了促使叙利亚国内力量达到平衡。
不过，这样的平衡似乎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
机毫无益处。

叙利亚的流血冲突不断恶化，当地时间 --日，叙
利亚政府军加大了对反对派力量据守的大马士革卡本
区的攻击力度，与此同时，叙利亚反对派也宣称展开
对叙利亚第一大城市阿勒颇的攻势。-8日大马士革发
生两起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0人死亡、+,人受伤。

分歧众多

在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分
歧众多。

在日前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上，西方国家在叙利
亚问题上对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俄罗斯施压。不过，八
国集团峰会并未提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去
留，并中立地谴责了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一方。分析
人士认为，避免就这些问题下结论是俄罗斯“以一敌
七”的结果。

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各国对于向叙利亚反对派提
供军事援助也态度不一。由于担心武器会落入宗教极
端武装人员手中，在“叙利亚之友”会议召开前，英

国和法国均表示尚未就武装叙反对派做出决定。只持
续了几个小时的“叙利亚之友”会议也没有明确对叙
利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的具体方案，各国将继续根
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援助方式和途径。

此外，国际社会在叙利亚哪一方使用了化学武器
的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联合国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
皮涅罗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西方国家向联合国
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无法得出任何结论，目前还不能确
定到底是谁使用了化学武器。

继续博弈

可以确定的是，叙利亚早已成为各种外部势力进
行博弈的战场。虽然各方在表面上都支持通过政治途
径解决叙利亚危机，并减少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冲突，
但暗中的博弈却与这一“共识”南辕北辙。

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出于自身利益加速支持并
武装叙反对派，俄罗斯和伊朗则力挺巴沙尔政权，叙
利亚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成为各种现代武器
的试验场。

另一方面，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不断渗入叙利亚
也使叙利亚局势更加复杂化。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为
报复真主党，将战火燃烧至黎巴嫩境内。

分析人士称，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
区的利益争夺日趋激烈，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会
轻易妥协；海湾国家由于伊朗什叶派势力的不断壮大
而感到不安，为了遏制伊朗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也会选
择继续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虽然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三方会谈再次将美国和俄
罗斯带到了谈判桌前，但这次会议可能只是战场博弈
的继续罢了。

涉叙问题分歧众多 外部势力继续博弈

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希望渺茫
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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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宣泄 作者 赵春青

日内瓦音乐节上演民俗游

!月 -8日，人们穿着传统服饰在瑞士日内瓦老城里表演。

为期 8 天的瑞士日内瓦音乐节自 -+ 日开始举行，共为民众呈现 0,,

余场的视听盛宴。 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摄

叙利亚危机迟迟无解 来源：新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