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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肆虐 粮食再告急

早在 10 月 8 日，联合国网站就发
布消息称，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的肆
虐，给当地的经济和农业生产造成了
严重的破坏。

卡纳约·恩万泽14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进一步具体介绍，作为受到埃博
拉病毒爆发冲击最严重的西非国家，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的
民众恐慌和担心已造成当地农业生产
活动的中断。在利比里亚，受影响最
大的农业县洛法，包括食品在内的商
品价格涨幅仅在 8 月份就从 30%增至
75%。

塞拉利昂农林食物安全部长约瑟
夫·塞萨伊日前也透露，受埃博拉病毒
影响，该国40%的农民已经放弃他们的
农田，该国种植的咖啡和可可豆也受
到严重影响。

“这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但已经
影响食品安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发言人法比耶娜·庞皮说。

虽然，2014 年被视为全球粮食丰
收年，世界粮食整体供给充裕，粮食
价格也呈现下行趋势。然而，在西非
地区，由埃博拉引起的粮食短缺危
机，再次给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敲响警
钟。

“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不容乐
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埃博拉疫情影响的西非粮食安全
问题，暴露的正是目前全球粮食安全
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区域不均衡。

区域不均衡 贫困是根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出版的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2014）》 显
示，虽然近年来全球在减少饥饿人口
方面整体有所进展，全球饥饿人口正
在持续减少，然而发展中国家、发达
国家之间以及各大洲、区域之间仍然
存在巨大的差距。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粮食过剩，
饥饿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南亚等
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李行说。根据联
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在全球 8.05 亿长
期遭受食物缺乏的人口中，发展中国
家的居民数量达到 7.91 亿，所占比例
超过98%。

其中，非洲国家的饥饿问题尤为
严重。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布
的报告，1990 年至 2012 年饥饿状况恶

化最严重的国家大都来自撒哈拉以南
非洲，近 30 年来非洲人均粮食产量也
处于持续下降趋势。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政府缺乏农
业投入意愿，以及疾病、旱灾、国内
冲突等天灾人祸的叠加，都是阻碍并
威胁非洲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此次
的埃博拉疫情正是击中西非国家粮食
安全问题的软肋。

“目前，世界粮食整体供给充裕，
在粮食价格呈现下跌趋势的情况下，
饥饿人口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主要
还是因为他们缺乏购买能力。”李国祥
认为，非洲地区粮食不安全状况存在
的根源仍在于地区贫困。

“在粮食的生产、销售、分配等方
面仍然缺乏全球性的战略布局和系统
规划。”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
任何茂春指出，全球粮食资源在生
产、储备、物流、技术等方面仍存在
的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进一步拉大
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状
况的差距。

提高生产力 全球共努力

如今，粮食安全问题早已不是一
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人
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共
同的努力与协调来推动解决。

为帮助受埃博拉影响国家农民促
进农业生产以保障生计，联合国粮农
组织 10 月 8 日发起了一项总额为 3000
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以在今后 12
个月内向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
昂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帮助。

“对于低收入的缺粮国家，经济发
达、粮食过剩的富国应该通过无偿的
方式，进行更多的粮食援助。”何茂春
说。

专家普遍认为，即使埃博拉疫情
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所缓和，在全球人
口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气候变化等
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作为相对紧缺物
资，全球粮价在未来仍将总体处于稳
中有升的态势。因此，对于如非洲国
家等在国际市场中缺乏粮食购买能力
的脆弱国家或脆弱群体，让他们自身
拥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农业资源和生产
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农业资源均衡
配置的目标应被放到突出位置，同时还
应加快国家间先进农业技术的转移，尤
其是先进技术向脆弱国家、脆弱群体的
扩散，从而帮助他们提高生产能力和生
产效率，使他们能够用有限的生产资源
生产足够的粮食。”李国祥说。

论战继续，美俄关系重启不易
张奕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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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西
非国家农业部长日前

表示，西非国家需要更多
经济援助和全球协调，以防
止埃博拉病毒危机转化为粮食
危机。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会主席卡纳约·恩万泽也在
本月14日表示，西非埃博拉
病毒的爆发正在引发非洲

出现粮食短缺的危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9月初
改组内阁时，打出的旗号是让日本
女性更“活跃”，为此创纪录地任命
了 5 名女性阁僚，还别出心裁创设
了“女性活跃担当大臣”。这些女阁
僚最近表现相当“活跃”，可惜，“活
跃”的不是地方，不是时候。

18日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期间，
安倍内阁3名女阁僚——总务大臣
高市早苗、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委
员长山谷惠里子、女性活跃担当大
臣有村治子先后参拜供奉有甲级
战犯的靖国神社。

这三人除了都是女性，还有一
个共同点——在历史认识等议题
上与安倍“志同道合”。即使在整体
保守的自民党内，她们也以极端保
守立场著称。入阁前，三人都是“大
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
会”成员，在春秋大祭、8 月 15 日的
集体参拜中必然有她们的身影。高
市曾公然要求修正“河野谈话”“村
山谈话”，山谷长期投身推动日本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活动，有
村则信誓旦旦地宣称，有烦恼的时
候，到靖国神社拜一拜就能找到答
案。

安倍明知高市等人的底细，还
要把她们纳入新内阁，名义上是提

升日本女性的政治地位，实质是向
自己的核心支持群体强调政权的
保守色彩和历史修正主义立场。也
就是说，安倍不方便说的话，由高
市等人代为传声，安倍不方便干的
事，由高市等人代为效劳。安倍去
年参拜靖国神社遭国际社会猛烈
抨击后，一方面不得不暂时以供奉
祭品、奉献悼文等变通手段向包括
战犯在内的亡魂致敬，另一方面则
纵容高市等阁僚参拜以“安抚”保
守派支持群体，试图在内政外交左
右逢源。

除了代表安倍内阁宣示保守
姿态外，高市等 3 人同一天“拜
鬼 ” 的 时 机 选 择 不 排 除 另 有 用
意。据日本媒体 18 日报道，安倍
内阁明星人物、经济产业大臣小
渊优子苦于政治资金丑闻，已流
露出辞职意向。另一女阁僚法务
大臣松岛绿也因涉嫌违反“公职
选举法”遭到在野党追究。此间
舆论认为，一旦小渊辞职，引发
连锁效应，“女性活跃”的政策招
牌将摇摇欲坠，从而给安倍政权
带来重创。3 名女阁僚此时参拜，
不排除安倍有转移舆论视线的企
图，如是更暴露出安倍政权之无
节操、无底线。 （据新华社电）

安倍内阁右翼大起底
冯武勇 刘秀玲

本报北京电 （张晶） 10
月 16 日，中日企业联谊会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成立。

据悉，中日企业联谊会为
了更好地搭建中日商界沟通合

作的桥梁，特别采取双会长
制。联谊会成立后将积极推动
中日企业交流，通过民间的经
贸往来，为两国友好关系做出
贡献。

“中日企业联谊会”在京成立“中日企业联谊会”在京成立

10 月 19 日，为期五天的 2014 巴
黎国际食品展在位于法国巴黎北郊
的维勒班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世
界各地6000多家展商参展。

左图为人们在食品展上参观。
右图为一名女士用通心粉“做”

发型留影。
新华社记者 陈晓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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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是个浪漫的意象。你畅想撑着油纸伞，溜达在
雨巷，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而现实
是你萌萌地走在下班路上，忽然风雨如注，你瞬间化身

“落汤鸡”……
为什么总忘带伞？！你咒骂“倒霉天气”，“为什么没人

给我送伞”，瞬间升华到人生凄凉……其实，你只是缺一把
能预知天气，自己上岗的智能伞。

据报道，荷兰科学家正在研究这种可预报天气的智能雨
伞。这款雨伞安装了一个压电传感器。该压电传感器会收集
有关雨水的信息，并通过蓝牙将这些数据发送到智能手机
上，告知雨伞主人何时会下雨，提醒带伞出门。

有它在，你会发现，下雨天最贴心的不是男朋友，而
是时刻准备上阵为你遮风雨的智能伞。

软妹子最怕狂风暴雨的“狰狞”天气。雨在作怪，风
也来放肆，可怜的伞被揉作一团，你也被拉着跑，一身泥
水。不要怕，超强抗风雨伞来保护你。

近日，新西兰一家雨伞公司推出了一款内置蓝牙功

能、抗风防吹的智能雨伞。雨伞经过了特别的设计，伞架
由轻韧的金属材料制成，能抵御强风。手持一把这样的
伞，即使站在12级台风中心，也不用担心伞变形！软妹子
再也不用担心被狂风骤雨虐啦！

这款雨伞还内置了蓝牙芯片，可以实时定位。当雨伞
处于你附近时，它可以发出提示音告诉你它在哪儿。当你
把它忘在了某个地方时，蓝牙系统也能帮你定位找到它。
丢三落四的呆萌小伙伴，再也不用纠结下雨天找不到你的
伞。

下雨天很容易影响心情，雨伞来帮你调节。德国两名
计算机黑客发明了一款音乐雨伞。雨伞借助压电材料制成
的传感器，让洒落伞盖的雨点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又是一个下雨天，你落寞地走在行色匆忙的人群中。
此时，手中的雨伞变身琴键，雨点洒落，音乐响起，潇潇
烟雨伴着悠扬的曲调。你的心情定会瞬间靓起来，开始享
受这雨中的惬意与美好。

有音乐，配上动画播放岂不更好玩。哥本哈根互动设计
学院学生设计了一款LED智能雨伞，可以播放各种图案。撑
起它在雨中漫步，绝对让你够拉风。同时，它还能实时显示和
监测空气质量。一把雨伞能有这样的功能，也令人心醉。

创意可以让生活更有诗意，更浪漫。撑着这样与众不
同的雨伞漫步雨中，你会逢着怎样的惊喜？

图片来源：爱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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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不同的浪漫
白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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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观点报》17日称，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15日在美国军人联合会年会发言时说，美军必须准备
好与“修正主义的”俄罗斯打交道，俄军现代化、战
斗力强，已经挺进到“北约门槛旁”。

毫不示弱 互不妥协

美国来势汹汹，俄罗斯也毫不示弱。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6日回应说，濒临“北约

门槛旁”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美国在最近20年，
执拗地把这个“门槛”推到俄罗斯的大门口。绍伊古
还警告美国称，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不止一个西方帝
王被碰得鼻青脸肿。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关系迅速降到冰点，有
人甚至还担心“新冷战”即将到来。美俄双方互不让
步，抓住一切机会来声讨和否定对方。

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在演讲中将俄
罗斯与埃博拉疫情、极端组织共同列为当今世界和平
安定三大威胁，甚至还将俄罗斯排在第二，引发俄罗
斯强烈不满。

普京也是咄咄逼人。他在参加亚欧峰会前接受塞
尔维亚《政治报》采访时，怒批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
心怀“敌意”，警告他，俄罗斯“不会接受讹诈”。法
新社称，普京这是冷战式的演说。

水深火热 障碍重重

美俄关系近日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水深火热的

地步。而双方的关系要想有所好转，有很多实质上的
障碍。

“当前确实是美俄关系一个不好的时期。美俄关
系想要恢复到比较密切的程度可能性比较小。”复旦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
表示，“美俄双方已经没有了信任。”

没有了彼此的信任，乌克兰问题也使得美俄关系
雪上加霜。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认
为：“首要阻碍就是乌克兰问题。要等乌克兰平静下
来，美俄关系才会慢慢地和解”。

此外，还有分析称美俄已有的合作机制遭到了破
坏。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美国本届政府摧毁
了很多双方早已建立起来的合作机制，致使两国关系
严重倒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也
分析道：“美国的领导地位受了俄罗斯的挑战，这使
得美国没有办法主动示弱和俄罗斯谈判。”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美国15日暗示日本需要与西
方伙伴“保持队形”，就是否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
日三思而行，以此“加深俄罗斯的孤立感”。此举对
美俄关系也是十分不利。赵华胜表示：“美国想要制
裁俄罗斯，拉拢自己的盟友日本孤立俄罗斯，一方面
让制裁更有效，另一方面也向俄展示自己的力量。”

互相利用 互相制衡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消息称，美国国务卿克里和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日在巴黎“成功会晤”。克里在
会后宣布，美俄将在打击“伊斯兰国”领域上互换情报。

而随后克里的一厢情愿却被拉夫罗夫无情揭破。
俄外交部16日在其官方网站发表评论说，媒体的相关
报道不准确。拉夫罗夫强调，俄一直在同恐怖主义作
斗争，但不会加入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并违反国际法组
建的所谓“联盟”。

有专家分析称，美俄双方是互相利用和互相制衡
的。美国在战略上一直视俄罗斯为对手，想尽一切办
法来打击俄罗斯。

但俄罗斯也是大国，美国也害怕“北极熊”反咬
一口。同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也需要俄罗斯的合
作。“除了‘伊斯兰国’问题，如果阿富汗局势出现
逆转，双方也会出现合作的可能。”赵华胜补充道。

由此看来，美俄关系短时间内仍会保持现状。这
虽对彼此都不是好事，但仍未好转的局势与双方
破坏殆尽的信任仍无法让双方恢复关系。美俄两
国将继续在大国的利益间进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