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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充满争议的公投

“一场存在严重争议的全民公投。”英国《金融时报》在日前
的报道中这样形容10天前举行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

10月1日，不顾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反对和制约，加泰罗尼亚自
治区政府强行举行“独立公投”。根据自治区政府之后公布的投票
结果，90%的投票者支持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据悉，此次
投票的参与率只有43%，大多数反对独立的人抵制投票。

法新社称，这场被中央政府禁止的公投引发了几十年来西班
牙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投票期间，西班牙当局向加泰罗尼亚地区
派遣大批警力，试图阻止投票。警方一度发射橡皮子弹，共有近
900人受伤。3日，加泰罗尼亚独立派举行地区总罢工和大示威，
抗议西班牙警方的暴力行为。自治区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则在当
天表示，将在“几天内”宣布独立。

此后，危机持续发酵。西班牙各大城市先后爆发集会示威，
数万民众呼吁国家团结，通过对话解决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
引发的危机。10月9日，数十万人走上巴塞罗那街头，敦促加泰
罗尼亚留在西班牙。在一些外媒看来，此举将加大加泰罗尼亚地
方政府面临的压力。

在此之前，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表示，西班牙政府
不会让加泰罗尼亚政府单方面宣布的独立成为现实。他还称，如
果加泰罗尼亚地区宣告独立，就将终止该地区的自治地位。《金
融时报》指出，这表明，面临与支持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
之间的潜在冲突，马德里方面无意退让。

“独立公投”引发的系列危机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
国CNBC网站报道称，欧洲不少其他分离势力都在关注西班牙东
北部的局势。据悉，在当地时间10月10日举行的苏格兰国民党党
代会上，一份支持加泰罗尼亚自决权的决议案被一致通过。决议
案称，“加泰罗尼亚未来的方向是由住在那里的人们决定的”。

双方低估彼此的意愿

事实上，这并不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第一次举行类似的公投。
早在 2014 年 11 月，该地区就举行了一场非正式的独立公投，
80.7%的投票民众支持独立。当时有分析指出，虽然公投没有任
何法律效力，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希望借此增加与西班牙中央
政府谈判的筹码。

2015年9月，独立派联盟在加泰罗尼亚地方选举中赢得绝对多
数的议席，再次将“独立公投”提上议程。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前，该
联盟就曾表示，如果以绝对多数胜出，他们将在18个月内宣布独立。

“此次公投主要是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长期
以来，加泰罗尼亚在历史、文化、身份认知等方面始终没有完全
融入西班牙；另一方面，近几年来，西班牙受欧债危机影响较
大，作为西班牙国内经济表现较好的地区，加泰罗尼亚担心自身
的经济利益可能受到损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
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英国《每日电讯报》也认为，西班牙的经济不景气进一步加

强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呼声。当地一些人认为，是富裕的巴塞罗那
地区支撑着西班牙其他贫困地区的经济。

此外，近年来，随着地方分离主义火苗在欧洲愈演愈烈，在
英国“脱欧”公投、苏格兰独立公投等一系列公投之后，公民投
票形式逐渐成为独立派寻求合法性的一种可利用工具。

“在此之前，西班牙中央政府低估了加泰罗尼亚搞‘独立公
投’的强烈意愿，认为只是像2014年那样闹一闹，加泰罗尼亚地
方也低估了西班牙中央政府可能采取一些应对手段的现实性。”
崔洪建指出，由于这次双方都对对方的意愿、可能采取的手段和
应对的方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判，而双方在此之前也没有真正
找到一个合理的、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公投最终演变成一
场出人意料的严重危机。

暴露欧盟内部的紧张

如今，面对多方的强烈反应，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此前一再
推迟宣布公投结果，已经表明其所承受的压力之大。

据法国媒体9日报道，西班牙政府日前颁布行政命令，简化相关
企业迁出加泰罗尼亚的程序，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制止该地区单方面
宣布独立。目前，西班牙第三大银行凯克萨银行和萨瓦德尔银行已
宣布将注册地址迁出加泰罗尼亚。报道称，由于西班牙政府坚决不
肯让步，加泰罗尼亚内部针对独立进程的节奏也开始出现不同声
音。10月9日，巴塞罗那市长科洛表态，不支持单方面宣布独立。

崔洪建指出，接下来，西班牙中央政府能否和加泰罗尼亚地
方政府坐下来展开具体谈判，充分了解彼此的意图，这是最为重
要的。“如果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只是以此寻求更多自治权，那
双方还有谈判的空间；如果它一味朝着独立的方向去的话，未来
的发展环境实际并不乐观。”

担忧不仅出现在西班牙国内。“独立公投”的火苗是否会刺
激欧洲其他国家的分离势力？这场危机是否会影响西班牙这一欧
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甚至外溢到其他经济体，制造一场新的欧元
危机？在经历了英国“脱欧”公投的变数之后，欧盟如今同样忧
心忡忡，担心这场新的公投引发的危机可能带来更大的困境。

据悉，10 月 22 日，意大利北方的威尼托大区及伦巴第大区
将进行自治公投，以期向中央政府获取更多的自主权利。苏格兰
首席大臣斯图金也在8日表示，正在推动苏格兰独立。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看来，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和欧洲
共同面临的真正危机”，公投不仅将使西班牙社会的分裂更加严
重，也暴露出欧洲内部激荡的复杂紧张局势。

“现在，欧盟成员国的中央政府在治理层面处于一个非常困
难的境地，权威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一方面它们要不断将权力
上交欧盟，另一方面地方要求分权和更高自治的呼声越来越
大。”崔洪建指出，正是因为当前欧盟、成员国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三者的关系处于变化调整时期，因此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
投”不仅仅是西班牙一国之事，也会影响其他国家，使得类似要
求公投、要求独立的声音在整个欧洲范围更加突出。不过，问题
并非全然无解。“各国以及欧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判断
清楚它们的真实目的，然后再拿出妥善解决的方案。”崔洪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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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
席普伊格蒙特对该区议会发
表讲话，在强调加泰罗尼亚
地区已获得宣布独立的权利
这一公投结果的同时，提议
议会暂时不宣布独立，希望
这场因 10 天前“独立公投”
而引发的危机，能以对话谈
判的方式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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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在深圳举办的第24届亚太地区社
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上，来自中国、日本、菲律
宾、土耳其、新加坡、新西兰、斯里兰卡、印度、
孟加拉国、越南、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中
国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 名社工行业组
织代表、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社工机构代
表就亚太地区社工行业当前的形势、面临的机遇、
未来的发展进行了高质量的交流与讨论，提出了很
多新的理念。

中国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
在致辞中指出，要把握好“一带一路”的历史机
遇，全面深化政府和民间在社会工作教育、研究、
实务等领域的对话交流，进一步巩固合作基础、创
新合作形式、拓展合作渠道、提升合作水平。深圳
市市长陈如桂介绍了深圳市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主席木村真
理子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会增强机构的发展，能
帮助大家更好地跨越文化的障碍。

此次会议主题为“挑战与责任——创新社会工
作与可持续发展”。下一届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
合会议将在印度班加罗尔举办。（海 山）

10月3日上午12时40分，秋日的纽约碧空如
洗。坐落于曼哈顿中城42街5大道上的纽约公共
图书馆史蒂芬·施瓦茨曼大楼内，全球慈善最高
奖——2017年卡内基慈善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伴随着主持人的深情介绍，全球 9位慈善家
逐一登台领奖。众星闪耀中，一位美丽优雅的中
国女性吸引了众人目光——她便是中国内地首位
卡内基慈善奖得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香江社
会救助基金会主席翟美卿。

财富意味着责任
作为美国第一代超级富翁，钢铁大王卡内基

捐出全部资财，建造了2500座公共图书馆，创立
了商业化运作的慈善基金会，被誉为现代慈善事
业的开创者。2001年设立的卡内基慈善奖，每两
年颁发一次，以表彰全球杰出的慈善家，推广捐
赠文化，促进慈善事业。2011年，李嘉诚成为获
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企业家。

6年后，该奖授予了第二位中国人，她就是翟
美卿。“其实获得这个奖，我感觉很突然。”翟美卿
对记者说，“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慈善之路上20
年的坚持。”

1992年，在一位朋友引荐下，她来到广东英
德的一个贫困山区，她掏出50万元为孩子们捐建
了一所学校。自己稍微出些力就能给别人那么大
的帮助，翟美卿得到鼓舞，感觉比谈成一笔生意
还快乐。

卡内基有句名言，“财富意味着责任”。捐建学校
一事让翟美卿对此话有了切身体会，更引发她对人生
价值的深入思考。“以前穷的时候，做企业的目的就是
要赚很多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而当这一切
都实现后，我发现有能力帮助他人更加开心。”

为什么是她
自此，翟美卿踏上慈善之路。1998年，她进

入全国妇联当执委，更多地了解到贫困地区妇女
儿童的需求。于是，她捐助希望工程、春蕾计划
等，建造了300多所农村学校，资助了1000多名
广东农村孤儿，为广东贫困地区学校捐建了1000
个图书室，给 300 位农村单亲母亲建了安居房，
筹建了50间儿童友好社区项目，还设立了留守儿
童关爱项目、农村女性创业基金等。

“做慈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沟通
和交流。”翟美卿感慨，“它不只是捐钱捐物，更
重要的是影响人心，让受助者获得温暖和力量，
让大家的心地更加善良，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据介绍，此次评选由美国和欧洲的 22家卡内
基机构提出获奖者提名，最终由代表其中7家机构
的推选委员会拍板。翟美卿等9位获奖者能够“脱
颖而出”，殊为不易，亦非无因——他们的慈善行
为，契合了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持续做慈善的理
念。

开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先河”
随着公益和慈善实践的深入，翟美卿萌发了

成立基金会的念头。当时，中国的政策还不允许
企业成立这类基金会。“我想这肯定是暂时的，总
有一天国家会给企业家做慈善的机会。”有开拓精
神的翟美卿想，“如果政策允许了，我争取第一个
成立基金会。”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施行，
允许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翟美卿派专人跟
进，第一个提交申请材料。2005年，她的愿望终于
实现，创办了国内第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开创了中
国公民个人出资兴办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先河。

截至目前，聚焦“教育、扶贫、救助、赈
灾”领域的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已经策划实施
了 20 多个品牌项目，援建爱心图书室、助养孤
儿、资助贫困大学生、组织义工活动，累计帮助
了200余万人。“我有幸获得卡内基慈善奖，表明
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受到全球的关
注。”翟美卿说。

慈善的路会一直走下去
2017年卡内基慈善奖得主，被推选委员会公

认为是慈善的“催化剂”。谈到“催化剂”，翟美
卿总是不忘提到丈夫多年来对她的带动、鼓励和
支持。“我先生虽然直接参与基金会的工作不
多，但一直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我。”

“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翟美卿把这
种观念纳入自己的企业和家族文化。在她和丈夫
的影响下，孩子们从小就懂得感恩，热心参与公
益事业。“我们的慈善基金会要一直办下去，让
慈善的使命把子孙后代凝聚在一起。”

翟美卿在企业内部推广慈善行为。香江集团
2 万多名员工都是义工，每年都举办公益活动，
其中包括打理他们捐建的农村学校图书室。该集
团还出钱，让受其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去做义工，
鼓励员工带孩子去养老院做义工等。

“我愿做慈善的‘催化剂’，让慈善成为一种
时尚、一种风气、一种文化。”翟美卿表示，慈
善的路，她会一直走下去。

愿做慈善的“催化剂”
本报记者 李晓宏文/图

愿做慈善的“催化剂”
本报记者 李晓宏文/图

图为翟美卿在卡内基慈善奖颁奖典礼上发言。

翟美卿：

亚太社工联合会举行

5种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日前宣布，俄
罗斯将依据协议向沙特阿拉伯提供 S－400防空
导弹、短号－EM 反坦克导弹、TOS－1A“午
时”火箭炮、AGS－30自动榴弹发射器和AK－
103自动步枪等5种武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
斯与沙特的防务合作旨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稳
定，不针对第三国。两国企业正为履行协议而
积极沟通，洽谈效果良好。

沙特国王萨勒曼近日首次到访俄罗斯。访
问期间，两国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涉及军
工、油气、核能、交通、通信、农业等领域。

50周年

古巴日前在中部城市圣克拉拉举行大型集
会，纪念拉美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牺牲50周年。

在圣克拉拉革命广场的切·格瓦拉纪念碑和
大型铜像前，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国务
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等党政军领导人和约6万名民众一起
参加了集会。

切·格瓦拉 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
1959年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推
翻了古巴的独裁政权。切·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
古巴，先后在非洲和南美洲进行游击战争。
1967 年 10 月 8 日，他在玻利维亚被俘，次日被
杀害。1997 年，切·格瓦拉以及其他 30 名同在
玻利维亚遇害的游击队员的遗骸被运回古巴，
存放在圣克拉拉市切·格瓦拉纪念碑下的陵园
内。 （均据新华社电）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
第69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10月11日开幕。图为观众走

过书展现场的书架。 新华社/路透

图为日前，民众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街头参加反独立公投大游行，对自治区政府在10月1
日强行举行的“独立公投”表示反对。 新华社记者 郭求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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