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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倫敦14日綜合外電報導）俄國入侵烏克蘭後，關閉供應歐洲的天然氣管線，引發能源
危機。隨能源壓力愈來愈大，法國在歐洲團結氛圍下，已首次向德國輸送天然氣，這是兩國為緩解
危機所達成協議的一部分。

英國廣播公司（BBC）今天報導，儘管法國這次透過管線輸送的天然氣數量，還不到德國日常
需求的2%，但在柏林當局努力實現能源多元化之際，這波法國的及時雨仍受到歡迎。

在上個月的能源團結協議中，德國承諾在法國有需要時提供額外電力，法國同意向德國供應天
然氣作為交換。

法國總統馬克宏12日表示： 「如果現在沒有歐洲團結以及一個整合和統一的市場，我們將大難
臨頭。」

俄國2月入侵烏克蘭導致天然氣價格飆漲，歐盟用戶今年冬天將面臨破紀錄的天然氣價格。
自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一直被控以天然氣供應作為對付西方國家的武器。
法國受到俄國斷供天然氣的影響較小，因為法國多數能源需求是由挪威和液化天然氣供應來滿

足。
在此之前，德國約有55%天然氣依賴俄國供應，如今已降至35%，並希望最終能將進口量降至

零。
同時，德國增加煤炭使用並延長使用原本計劃關閉的電站，儘管這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德國政府今年冬天也希望透過限制公共建築的照明和暖氣使用，以減少天然氣使用量2%。

抗能源危機抗能源危機 法國首次向德國輸送天然氣法國首次向德國輸送天然氣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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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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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核戰陰影核戰陰影----克里米亞大橋克里米亞大橋
被炸被炸 普京必將引爆新戰火普京必將引爆新戰火

原本一直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敢輕啟核武戰爭的美國總統拜登日前改口稱普京的核武威脅
絕非玩笑話，我們已面臨自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以來最接近核子末日決戰(nuclear Armaged-
don) 的危險時刻, 儘管俄羅斯使用低當量(lower-yield) 的戰略性核武，也將傷及全世界。

而就在拜登發出警語兩天後, 普京所主導修建的克里米亞大橋上的運油列車起火燃燒起發生
爆炸, 導致大橋中止運輸,俄方霸氣回應稱克里米亞大橋事件是恐怖襲擊，視同對宣戰, 所以俄羅
斯必會做出強硬回應, 果然在24小時內俄羅斯就對烏克蘭首府基甫等城市發動大規模飛彈攻擊,
造成至少19人死亡、逾百人受傷的慘狀, 迫使烏克蘭全國警戒應對更多的攻擊。

現在最令世人擔憂的就是普京到底會不會因最近在烏克蘭戰役的節節失利而孤注一擲使用核
武戰爭? 既然拜登已發出警訊, 我們沒有理由不信以為真, 記得今年初拜登曾一再警告俄羅斯可能
會進犯烏克蘭, 果然在2月24日俄羅斯軍隊真的對烏克蘭採取了” 特別的軍事行動”, 結果一打
打到現在快8個月還沒結束, 有人認為現代戰爭與新冠病毒大流行一樣，是一場蔓延威脅整個世
界的疾病。捲入戰爭的國家不是絕對不是戰爭唯一的受害者, 其所影響到的是方方面面的, 在戰
爭爆發的這一段日子以來我們眼睜睜看到戰爭的衝擊波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震撼著全球能源供應
和市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上周和俄羅斯決定削減全球石油產量，這必將加劇冬天歐洲的
能源危機，給各國人民實際生活造成嚴重困難, 而且OPEC這一決定的地緣政治影響可能更為重
大, 可能將世界一分為二, 分裂為兩個不同的陣營, 目前戰爭影響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推
高了全球食品價格，引發難民危機和文化體育抵制，甚至損害了遠至外太空的國際合作

戰爭蔓延的經濟影響使世界感到不安。隨著全球經濟衰退的到來，股市轉跌，通脹和債務水
平上升，烏克蘭的糧食出口受到黑海封鎖恢復的威脅，氣候目標被全盤拋棄，各國驚慌失措地紛
紛轉向化石燃料。這一切也都給法國總統馬克龍關於實現歐洲自給自足“戰略自治”的願景蒙上
了陰影。

對烏克蘭來說，最現實的問題是國庫快枯竭了,美國雖然給予烏克蘭每月提供15億美元的援
助,但烏克蘭每月需要50億美元才能維持經濟運轉, 所以處於一種入不敷出的窘境, 當然俄羅斯的
經槁木死灰,情況更是嚴重, 對普京而言, 他不是不知道現在的難處, 但是為了爭回顏面, 他恐怕也
顧不了那麼多, 動用小型的核武戰爭以結束當前的不利戰局恐怕就是他最後的選擇了!

瑞典拒絕與德國瑞典拒絕與德國、、丹麥聯合調查北溪管道事件丹麥聯合調查北溪管道事件
(綜合報道）德國媒體援引安全部門人士的說法報導稱，瑞典已經拒絕了與丹麥和德國聯合調查最近北

溪1號和2號管道破裂事件的計劃。
據德國《明鏡》周刊14日報導，德國安全人士稱，瑞典已經確定，出於安全原因，它不能與其他國家

分享其調查結果。因此也拒絕了與丹麥和德國進行聯合調查。
德國內政部發言人10月14日則表示，德國聯邦警察已經完成了對北溪管道涉嫌破壞行為的調查工作，

並移交了調查結果。
10月10日，瑞典首相安德鬆在新聞發布會上稱，瑞典方面拒絕了俄羅斯對“北溪”天然氣管道洩漏事

件進行調查的要求。 7日，俄羅斯駐丹麥使館表示，由於俄方沒有被邀請參與對“北溪”天然氣管道洩漏事
件的調查，俄方將考慮對事件展開單獨調查。

9月末，由俄羅斯經波羅的海向德國輸送天然氣的“北溪-1”和“北溪-2”管道位於瑞典和丹麥附近海
域的部分出現四處洩漏點。各方普遍認為這一事件系“蓄意破壞”。瑞典、丹麥和德國分別展開調查。瑞典
方面稱，後續調查將決定是否確認並起訴製造事件的嫌疑方。



歐盟高官就烏克蘭問題再發核警告歐盟高官就烏克蘭問題再發核警告
【綜合報道】歐盟外長博雷利繼前段時間警告歐洲各國重新審視當下與中俄之

間的合作關係，進一步擺脫對中俄市場和能源依賴後，再次就烏克蘭問題發表“驚
人”講話。博雷利聲稱，在俄烏衝突上，美國不僅不會帶領歐盟走向滅亡，還會將
歐洲各國在國防和外交方面的話語權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讓歐洲各國更加的自信
。他再次強調，歐盟應該更加堅定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反俄是一件毋庸置疑的重
要事情，這關乎歐洲各國的價值觀問題，無法用利益衡量計算。隨即，博雷利嚴厲
警告俄羅斯，揚言如果俄軍對烏克蘭進行核打擊，歐盟必將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予以
回應，這將導致所有的俄軍都會被徹底殲滅。

在將俄羅斯定義為巨大威脅的同時，博雷利又將歐洲比作世界前行的燈塔，呼
籲世界各國守護好歐洲這座“花園”，避免被世界其他國家“入侵”。俄方對於博
雷利的傲慢言論做出了強烈回應，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直言道，
博雷利在俄烏問題上的講話完全就是“妄想”，其根本就沒有考慮可能造成的一系
列毀滅性後果，並將博雷利的邏輯進行了一番推演，得出的結論就是這只會走向核
力量較量的惡性循環，恐怖的核戰爭將會在全世界點燃爆發。

梅德韋傑夫還表示，西方國家從未切實站在烏克蘭國家利益層面上思考問題，
更不在乎是否會損害烏克蘭“政權”，即使博雷利叫囂要對俄羅斯採取軍事打擊，
但是歐洲各國的政客是不會為了烏克蘭走向核末日，他們在採取行動時會謹慎思考
自身利益問題，而不是輕易就做出這種舉動，這也是博雷利發表這番講話的另一層
含義。

而近段時間以來，美西方國家頻繁渲染俄羅斯“核威脅”，稱俄方可能動用核武器
來解決當下的俄烏衝突，世界正朝著核戰爭的方向走去。但是俄方已經明確表示，這完
全是美西方國家針對俄羅斯的陰謀，目的就是讓整個世界都相信美西方國家的這一虛假
定論，通過製造輿論，來詆毀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試圖逼迫俄羅斯做出妥協，
但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從未發表過相關言論。值得注意的是，美西方國家口口聲聲向世界
宣稱俄羅斯有動用核武器的危險時，北約卻趁機進行核威懾演習，向俄羅斯進行挑釁警
告。

歐洲等西方國家更應該認清一個重要的事實，當下俄烏局勢不斷升溫，在長達近八
個月後仍未出現緩和局勢，與西方國家持續為烏克蘭提供軍備武器，幫助烏克蘭訓練軍
隊等有著緊密關係。歐洲各國正在將俄烏問題上升到歐洲各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問題，多
次在俄羅斯紅線邊緣瘋狂試探，隨著歐洲各國不斷深化對俄烏衝突的干預，危險也正在
向世界逼近。這很有可能會激化更多的矛盾，完全脫離掌控，讓俄烏衝突進一步擴大，
歐洲各國應該理智客觀的看待問題，而不是一股腦的只顧及當下的暫時性利益，更要從
未來發展的角度看待問題，共同穩定目前動蕩的世界局勢。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若歐盟能夠改變政策若歐盟能夠改變政策，，物價將很快降一半物價將很快降一半

【綜合報道】“如果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的官員們
足夠聰明，能源價格和通貨膨脹不會那麼高。”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接受科蘇特廣播電台採訪時表示，歐盟
官員因為政治因素而推高通脹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如今歐洲地區
已經分為兩個陣營：一方支持對俄製裁，另一方認為需要改變制

裁政策。他認為，如果歐盟能夠改變政策，那麼歐洲的物價很快
就能降低一半。
據俄新社14日報導，歐爾班在採訪中稱，“如今當我們在商店
、食品或者能源上支付更高的價格時，我們實際上在支付（對俄
）制裁的溢價。”

“這種高通脹的情況不是由市場規律或經濟原因造成的，而
是通過政治因素引發的。”歐爾班認為，布魯塞爾的官員們如果
足夠聰明的話，“能源價格和通貨膨脹不會那麼高”。

德國柏林，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出席活動，表示歐盟對俄羅斯
的製裁政策在執行上是“原始的”，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他還稱，如今歐洲地區已經分為兩個陣營，一方相信對俄羅
斯的製裁是正確的，另一方認為需要改變制裁的政策，而“我們
正處於國際鬥爭的中心”。

“如果歐盟能夠意識到需要改變、停止或暫停（對俄）制裁
政策，那麼我認為很快，在幾天之後，包括能源在內的基本商品
的價格至少會下降一半。”

接著，歐爾班提到了國內的通脹情況。 “我已經指示匈牙
利央行的行長和財政部長，到明年年末的時候，至少要把當前的
通脹水平減半。”

路透社稱，匈牙利如今正面臨高通脹的嚴峻挑戰，該國央行

已於9月27日大幅加息125個基點，將本國利率上調至13%。
今年9月，匈牙利通脹率高達20.1%，8月通脹率為15.6%。

這不是歐爾班第一次呼籲歐盟做出改變。早前10月7日，
歐爾班在個人臉書賬號上發文，稱“歐洲正在慢慢流血”，而俄
羅斯賺了很多錢，布魯塞爾必須改變失敗的對俄製裁政策。

歐爾班在接受《匈牙利民族報》採訪時稱，俄烏衝突已經演
變成了一場“全球性經濟戰爭”，歐盟理應取消針對俄羅斯的製
裁。他強調，歐盟的製裁推高了天然氣價格和通貨膨脹，只有撤
銷制裁，歐洲才可能恢復元氣，避免即將到來的衰退。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歐盟跟隨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多輪制裁，
但制裁造成歐洲能源供應緊張，天然氣和電力價格飆升，整體通
脹水平居高不下，令歐洲經濟承受巨大壓力。

《布魯塞爾報告》主編彼得•克萊佩日前在接受央視總台記
者採訪時稱，能源短缺問題已經對歐洲民眾的生活造成了嚴重影
響，冬季雖然尚未到來，但歐洲已經感受到陣陣寒意。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一邊對烏克蘭進行軍事援助，一邊對俄
羅斯施加製裁，這不但沒有讓衝突得到緩解，反而讓歐洲能源問
題更加凸顯。長期以來，俄羅斯是歐洲國家的主要能源供應方，
現在歐洲面臨無氣可用的窘境，歐洲民眾將迎來難熬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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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壇劇震英國政壇劇震！！財政大臣被解職財政大臣被解職
英鎊直線下跌英鎊直線下跌
【綜合報道】在發布“迷你預算”引發金

融動盪和保守黨議員反對後，英國財政大臣克
沃滕被解職。

另據英國媒體當地時間14日報導，英國首
相特拉斯將於當天晚些時候召開新聞發布會。

外界猜測她將放棄削減公司稅的計劃。特
拉斯此前表示，將取消明年 4月起公司稅從
19%上調至25%的計劃。
IMF總裁批評英國減稅計劃，克沃滕發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塔利
娜•格奧爾基耶娃13日批評了英國的減稅計劃
，並對英國財政大臣和央行行長說他們的政策
不應相互矛盾。

報導稱，格奧爾基耶娃在華盛頓舉行的
IMF和世界銀行年會上發表的言論，凸顯出對
英國提出的增加開支和減稅的“迷你預算”所
引發的金融市場動蕩的擔憂。這一預算有可能
掩蓋更大的經濟挑戰，比如抗擊通脹和俄烏衝
突的影響。

報導稱，格奧爾基耶娃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她與英國財政大臣誇西•克沃滕和英格蘭銀
行行長安德魯•貝利討論了“政策協調和明確
溝通的必要性……以便在這種緊張環境下沒有
理由出現更多的緊張”。

據英國媒體報導，在3年多來的首次 IMF
和世界銀行線下會議上，克沃滕保持了低調，
沒有出席13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
和央行行長會議。

克沃滕在會議間隙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電視台採訪時說，在媒體報導英國政
府考慮取消部分計劃後，他現在的重點是實現
“迷你預算”和經濟增長。

報導稱，克沃滕曾計劃維持企業稅率，而
不是像他的前任里希•蘇納克計劃的那樣上調
企業稅率。在被多次問及有關他的計劃可能出
現180度大轉彎的報導時，克沃滕重申他的重
點是經濟增長計劃，並說他預計將繼續擔任財
政大臣。
拖累經濟前景，英國減稅新政難讓民眾買賬

據新華社10月13日報導，英國政府近期宣
布該國50年來最大規模減稅措施，以期提振經
濟，卻引發金融市場大幅震盪：英鎊對美元匯
率一度創下歷史新低，英國政府債券遭拋售，
養老金基金面臨流動性危機……

今年4月至7月，英國通脹水平接連刷新
40年來最高紀錄。為抑制高通脹，英國央行自
去年12月以來已連續七次加息。 9月23日，剛
上任不滿一個月的英國財政大臣誇西•克沃滕
宣布新減稅計劃。但此時發布寬鬆的財政政策
無疑與英國央行試圖遏制通脹的緊縮貨幣政策

背道而馳。
“價格上漲太明顯了。縮短淋浴時間、

少開爐子、少洗衣服，這些簡直是‘標配’
了！”18歲的倫敦居民布倫迪•格克斯哈利
亞感嘆道。

索尼婭•毛羅•奧維科沃克在倫敦市卡
姆登區經營著一個糕點攤。 “每個人都在計
算著自己的開銷，”她說，“我這麵包車的
汽油錢、電費、燃氣費都在漲。做糕點的原
料價格也在漲……”由於經營成本上升，她
不得不提價以維持生計。

分析人士指出，在物價全面上漲、民眾
生活成本飆升的背景下，政府如此大規模的
減稅措施將進一步刺激英國已經逼近兩位數
的通脹率。

此外，市場機構預測，英鎊貶值將導致
進口產品更加昂貴、物價進一步上漲。英國
智庫決議基金會稱，由於進口商品佔英國家
庭消費的三分之一，英鎊貶值將加劇民眾的
生活成本危機。

“財政計劃的初衷是鼓勵增長。但我認為
讓富人更富並不能讓所有人更富！”倫敦市民
安德魯•彭尼對記者說，“物價上漲了，窮人
變得更窮了。”

“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迎合富人，而應該
關注普通民眾。”格克斯哈利亞憤怒地說。

正如彭尼和格克斯哈利亞所述，本輪減稅
措施中飽受批評的一點就是更加傾向富裕群體
，例如取消45%的最高所得稅稅率、取消銀行
業獎金上限等內容受到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9月27日公開批評英國減稅政策，稱相關政
策可能“加劇不公”並增加物價上漲壓力。

儘管克沃滕10月3日發表聲明，宣布將放
棄此前提出的取消45%最高所得稅稅率的計劃
，但業內人士認為這並未打消外界顧慮。

決議基金會表示，即使叫停了取消45%最
高所得稅稅率的計劃，明年英國最富有的5%家
庭仍將從減稅措施中平均獲益3500英鎊，而最
貧窮的20%家庭平均只能省下90英鎊，這相差
了近40倍。

“原本新財政計劃中有些內容或許還值得
一試，但政府極其糟糕的處理方式，導致計劃
起效的可能性徹底破滅。”生活在倫敦市卡姆
登區的理查德•卡特對記者抱怨道。他認為，
金融市場明顯受到驚嚇，波動程度令人不安。

分析人士認為，市場波動的原因是投資者
對政府借貸激增的前景感到恐懼。德意志銀行
英國首席經濟學家桑賈伊•拉賈說：“克沃滕
的減稅措施正在增加中期通脹壓力，並增加了
近期財政危機風險，這讓市場很難對一個已經

存在巨額債務的經濟體充滿信心。”
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第

一季度末，英國政府債務總額為23654億英鎊
，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99.6%。克沃滕宣
布的減稅措施相當於免除了高達450億英鎊的
稅收，這將對英國公共財政造成嚴重影響。

一項來自英國輿觀調查公司的民調顯示，
僅有15%的英國人認為這些政策將促進英國經
濟增長。

另一項來自民意調查機構益普索集團發布
的調查稱，三分之二的英國人對政府的長期經
濟計劃缺乏信心。同時，62%的英國人認為克
沃滕推出的這些措施使英國經濟變得更糟。
上任一個多月！ 60%受訪民眾希望重新大選，
特拉斯回應

另據央視中文國際10月13日報導，面對金
融市場的動盪，以及外界對英國經濟政策變化
的擔憂，英國首相特拉斯12日在議會接受質詢
時表示，將堅持其競選期間做出的大規模減稅
和不削減公共支出的承諾，同時她還駁斥了有
關就英國大選重新進行投票的呼籲。

特拉斯指出，我們要確保的是，在中期
（財政計劃）內債務下降。但要做到這一點，
不是通過削減公共支出，而是確保利用好公共
資金。

據路透社報導，特拉斯的發言人隨後表示
，儘管整體公共支出將增加，但政府部門已被
要求尋找有效的節約方法。在12日的議會質詢
中，有反對黨工黨議員指出，在最近兩次民意
調查中，有60%的受訪民眾表示希望英國立即
舉行大選。特拉斯對此予以駁斥，稱英國現階

段“最不需要的就是大選”。
9月23日，剛上任不滿一個月的財政大臣

克沃滕宣布英國50年來最大規模減稅措施以提
振經濟，卻引發金融市場大幅震盪。新推出的
減稅計劃加劇英國政府面臨的資金壓力，也引
發外界對英國財政狀況的擔憂。反對黨工黨指
責政府“不惜一切在賭博”。美國前財政部長
薩默斯稱英國面臨的情況“非常不祥”。
英國智庫財政研究所本週表示，英國政府需要
填補620億英鎊的財政缺口，才能阻止政府債
務增長。

據報導，10月3日早間，特拉斯在個人社
交媒體發帖表示“我們明白了，也聽見了”，
並宣布“不會繼續實行‘取消徵收45%的最高
稅率’這一方案”。特拉斯同時表示，取消最
高稅率的計劃干擾了推動英國前進的使命。

這樣的結果反倒是激發了英國各界的反對
聲浪。反對黨工黨表示，政府已經摧毀了自己
的信用，徹底失去了民眾的信心。而特拉斯所
在的保守黨同樣質疑政府未來政策的可行性，
認為這“朝令夕改”的行為讓“我們看上去很
不稱職”。

據央視新聞10月12日報導，根據英國國家
統計局12日發布的數據，8月英國國內生產總
值（GDP）環比下滑0.3%。此前英國央行警告
稱，英國經濟或在年底出現衰退。

值得一提的是，據央視新聞10月11日報導
，當地時間11日，英國央行警告稱，債券市場
的功能失衡以及低價拋售的潛在動力仍然對該
國金融市場穩定構成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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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要聞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他70岁生日的

时候发表了一篇3000字长文。

在这篇长者感言里，他回顾了自己这一生的一

些重要时刻，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决定：是40多年

前，他以一个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部284师马山连

连长的身份，从金门岛游泳两公里到厦门，回到了

祖国大陆的怀抱。

当然，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重点培养的军官，林

毅夫这样的行为属于“投敌叛逃”，至今他依然在

国民党的通缉令上。

可一个政党的利益得失，如果和中国的命运相

比，孰轻孰重？这一点，林毅夫看得很清楚。

在这篇长文里，他揭秘了当年投奔大陆的真正

原因。

他说：“那时，每当于晨曦薄雾和落日余晖之

时，隔着一弯浅浅的海峡眺望对岸宁静幽远有如宋

人山水画的南太武美景，我的心潮总是如脚下岸边

的潮水般来回激荡，我是应该留在台湾作为一名明

星式的精英追求顺风顺水的个人仕途，还是应该听

从内心的召唤，回到未曾踏足，仍处贫穷落后的祖

国大陆为其发展添砖加瓦？从小对自己的期许，让

我选择了后者。”

简单就两个字：救国。

可能你会说，林毅夫当年不过是个国民党军队

的连长，他凭啥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这样的家国情怀，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很难理解

。

我们出生在和平年代，成长于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时期，我们的理想是成功，是过好自己的小日

子，我们无法理解上一代中国人当中，有这样以天

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

林毅夫出生于1952年，家乡是中国台湾宜兰县

，原名林正义。家贫，母亲替人洗衣将他拉扯大，

含辛茹苦。但好在林正义没有辜负

母亲的付出，从小成绩优异，19岁

的时候考入国力台湾大学。

进入大学后，他展现出了积极

参与社会运动的性格。

1970年，美国宣布将于隔年把

二战后托管的钓鱼岛列岛和冲绳一

并“归还”日本，为此海外和台湾

留学生群情激奋，掀起了声势浩大

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林正义首当其

冲成为台湾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

可国民党当局怎么会把一帮大

学生的建议放在眼里，反而因为怕

“学生闹事”，对这种行动进行打

压。

进言无门，林正义“救国”的

愿望只好通过从军来实现。

他决定不再回台大读书，投笔从戎，自愿请缨

，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在台湾重建的黄埔军

校学习。

林正义投笔从戎的故事，成为了国民党宣传的

典范，在他的影响下，多名大学青年参军入伍。当

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赖名汤对着媒体这样说：

“这就是中国一定强的铁证，因为我们国家像

这样有热血的年轻人非常多”。

1975年，林正义以第二名的成绩从陆军军官学

校毕业，因为是宣传典型，蒋经国对林正义也非常

关注。特意交待人要对他多多照顾。就在国民党的

培养和蒋经国的照顾下，他一路官运亨通，短短几

年就升为了金门防卫司令部284师马山连连长，军

衔上尉。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林正义的前途可以说

“不可限量”。

但他放弃了这条“升官发财”的路，他对国民

党已经失望，对于自己的人生有着新的期望。

林正义从小爱读历史，初中时就已经读了黎东

方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也看了蔡东藩的《中

国历朝通俗演义》。

在70岁的感言里，他回忆道：“年少时看似漫

无目的的涉猎，让我不知不觉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长河中，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秋，总有志

士仁人，不惜毁家纾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

己来挽救国家，这些故事的浸染萌发了我为民族的

复兴奉献一己之力的初衷。”

另外，“保钓运动”的风波对他的影响也非常

大。

“在陆军官校学习的四年，我有更多的时间思

考中华民族的未来。逐渐地我认识到美国不顾钓鱼

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把托管的钓鱼岛移交

给日本，本质上与一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德国在

青岛的租界不是归还给中国，而是移交给另外一个

列强日本如出一辙。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民族

不复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民族命运就不能改变

。”

而偏安一隅的国民党，显然不是林正义眼中可

以带领“民族复兴”的。他身为国民党军官，早就

将这个政党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在1979年5月16日的夜晚，他做出了人生

最重要的决定。

为了能够投奔成功，林正义做了充足的准备。

当时林正义自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

夜深人静时，他就悄悄收听大陆电台，当听到大陆

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用后来的话，就是“有一

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他知道，要实现“民族复兴”的天时、地利、

人和都集齐了。

他下定了决心，那天晚上，他先是假传演习命

令下达宵禁令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

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

泳严禁开枪射杀，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

一切安排好后，他抱着两颗篮球，义无返顾地

跃入大海，游向梦中的“彼岸”。

不久之后，林正义“叛逃”的消息轰动了台岛。

他身怀六甲的妻子陈云英，带着4岁的儿子，

在惊恐中听闻，丈夫趁游泳去了厦门。这时的她才

猛然想起，不久前丈夫曾对她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

：“如果哪天我不见了，你可要像王宝钏一样，苦

守寒窑18年哦……”

陈云英当时以为，丈夫身在前线，每日见到两

岸炮火相交，难免会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没

想到，这是丈夫在心中计划已久的“叛逃”。

幸好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追责家属，陈云

英挺着肚子继续在学校当她的老师，几年时间，丈

夫杳无音讯，难道真的要做“王宝钏”，苦守寒窑

18年么？

林正义当然没有“抛妻弃子”，他只是有更大

的理想要去实现。四年之后，当他安稳下来后，就

联系上了妻子，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改名为林毅夫。

来源于《论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

林毅夫说自己是“幸运的”。

他当年能够“叛逃”成功，去追逐更大的理想

，这自然是幸运的。

刚开始到大陆的时候，由于他的“身份敏感”

，没有人敢收留他。幸好北京大学还比较“大胆”

，将他录取为经济学的学生。

他在北大读完了经济学硕士，被派去接待刚刚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

，后者对于林毅夫的悟性非常赏识，提出抗议推荐

他去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正是因为这一次机缘，

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起到了关键作用。

等到他从美国学成归来，带回来整整30箱的西

方经济学著作。更重要的是，1994年，他还打破禁

忌，第一次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课堂上推广

开来。当时中国大陆的大学课堂上，只有“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一部《资本论》和一些苏联经济学

教材，几乎就是全部。

那一年，他还与易纲、张维迎、张帆等6人创

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为主任。该研究中心是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也一直是中国决策部门

重要的智囊之一。比如后来著名的“用市场换技术

”、国企改制等等经济国策，都有着林毅夫的建议

。

林毅夫的声望也因此“水涨船高”。2008年出

任被称为“世界上经济学家的最高职位”，历来只

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才有资格担任的，世界银行高

级副行长兼主管发展政策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他以“改革理论

的探索者”的身份，成为获得国务院颁授改革先锋

称号和奖章的百人之一。

林毅夫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又是另一大

幸运。

在他的70岁感言里，他追溯历史，慨叹古今，

列举了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在我之前已经有5代为复兴民族

而努力的知识分子。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

等，推动洋务运动的第一代；康有为、梁启超、谭

嗣同等，推动戊戌变法；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

，推动民主革命的第二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

等，推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第三代，五四运动以

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抗战和社会主义革

命的第四代，以及1949年以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

相比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前面5代知识分子而言

我是幸运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迎来了

连续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现在我国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民族的伟大复兴，我1979年回归祖国

恰逢其时，目睹也参与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

长奇迹。”

对于国民党来说，林毅夫是背叛者。但林毅夫

所忠于的，并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整个中国；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的使命感，鼓舞着他，在1979年的夜晚，投奔大海

，游向彼岸。

林毅夫70岁感言揭秘
当年的国民党明星军官，为何要投奔大陆？

蔚來在歐洲推訂閱租車，月租金上千歐元！
能力能否配得上野心

綜合報導 在 10月 8日的NIO Ber-

lin 2022媒體溝通會上，蔚來汽車CEO

李斌表示，蔚來在歐洲的訂閱模式有著

良好的土壤、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

與此同時，訂閱模式高度考驗企業運營

能力，對於深入老牌車企腹地的蔚來而

言，可能比賣車更有挑戰。

蔚來在德國柏林舉辦 NIO Berlin

2022活動，宣布開始在德國、荷蘭、丹

麥、瑞典四國市場提供服務。這是蔚來

繼去年進入挪威市場之後，進壹步在歐

洲市場開展業務。不同的是，蔚來本次

將以“訂閱模式”在上述四國市場開啟

預訂。

蔚來方面介紹，訂閱模式旨在為用

戶提供足夠的靈活性和個性化，車輛訂

閱期限從1個月至60個月不等。不同於

汽車租賃服務，這壹訂閱模式除電費外

“壹價全包”，用戶除了使用車輛以外

，還可以獲得包括全險、保養、換電、

電池靈活升級、更換冬季胎等服務。訂

閱用戶將成為蔚來用戶社區的壹員，參

與蔚來舉辦的各類用戶活動、使用蔚來

中心等。

價格方面，以德國為例，短期訂

閱價格為每月 1249歐元至 1549歐元，

長期訂閱價格有壹定降幅，如 36 個

月訂閱期的價格為每月 999 歐元至

1199歐元。

據歐洲汽車新聞(Automotive News

Europe)報道，在電氣化轉型過程中，

汽車訂閱服務已經成為歐洲汽車行業

的重要商業模式之壹，這其中很重要

的原因是，消費者希望使用更環保車

輛的同時，也在擔憂電動汽車的可靠

性，而訂閱模式的靈活性則能幫助消

費者消除不確定性，因此，在歐洲，

電動汽車的訂閱的數量是燃油車的七

倍。有分析師認為，到 2025年，歐洲

所有新車“銷量”中會有 20%至 30%

采用訂閱模式。

值得註意的是，這也是中國車企首

次在歐洲推出“只租不售”的訂閱模式

，壹經推出，便引發不小爭議。李斌解

釋道，這也是蔚來深思熟慮的結果，

“大家知道蔚來做事情和壹般公司不太

壹樣，我們很多事情想得比較長遠、體

系壹些。”他以換電模式為例說道，從

2012年有了這壹想法，到最後跑通BaaS

電池租賃服務，蔚來前後花費了8年時

間。

李斌認為，從底層邏輯來看，車

輛本身將會變成服務。車是消費品，

用戶過去要為車輛操心太多，“我們

其實希望簡化用戶服務的界面，蔚來

這麼多年做了很多嘗試，比如買車租

電池、可充可換可升級的BaaS服務，

蔚來壹直在做各種各樣的嘗試，但如

果真的最後把整個車加上服務變成訂

閱的方式，這個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的，妳需要在壹個合適的時機、地點

去做這個嘗試。”

訂閱模式在歐洲是否有“天時地利
人和”？

早在2021年，蔚來就已經進入了挪

威市場，但采用的是與中國壹樣的銷售

模式，而非訂閱。

李斌介紹說，德國、荷蘭、丹麥、

瑞典四國有很深厚的“公司用車”的傳

統，“使用權”的概念深入人心。在高

端車市場中，訂閱服務占比近6成，高

端車加上訂閱已被廣泛理解和接受，這

與稅制、消費習慣有關，但挪威稅制決

定了接受“使用權”的是少數人，可能

不足10%，“這是我們整個做商業決策

的基礎”。

在訂閱和租賃已較為成熟的歐洲

市場中去分壹杯羹，李斌認為，蔚來

仍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和創新機會，

“現在租賃和訂閱裏面，還是有很多

用戶痛點沒有解決，簡單來講，還是

不夠靈活。”

他介紹說，蔚來在歐洲為用戶提供

壹價全包的訂閱模式，“以前的歐洲對

於很多使用的限制有點多，比如超過多

少公裏就要怎麼樣等等之類的，我們把

這些東西放在壹個正常應用場景下盡可

能大範圍把它提升了。”

此外，李斌還強調，蔚來是作為壹

個汽車公司直接向顧客提供服務，而

非通過第三方的訂閱公司、第三方的

金融公司或者經銷商。他認為，在零

售中通過直營模式減少中間商帶來了

用戶體驗的提升，在訂閱和租賃上，

蔚來也有同樣的機會，“圍繞著使用

權和訂閱去做價值創造、提升效率、

給用戶提供好的體驗，這裏面還有非

常大的空間。”

從團隊角度來看，蔚來歐洲當地的

團隊剛剛搭建、本身還在擴展過程中，

李斌認為，初期團隊需要十分專註，而

訂閱和銷售是“完全是不同的邏輯”，

如果讓團隊兼顧兩者，很可能會顧此失

彼。

至於為何只訂閱、不銷售，李斌

坦言，訂閱是壹個更難的事，需要

非常強的運營能力，賣車系統成熟

，從訂轉賣，是降維打擊；但從賣

車 的 模 式 轉 成 訂 閱 則 困 難 重 重 ，

“我希望我們壹上來整個團隊能夠

挑戰難的事情。”

同時他也提到，可能有 20%左右

的用戶出於改裝等目的執著於購買，

但目前蔚來希望更多關註 80%接受訂

閱模式的客戶，“會有壹點照顧不到

這 20%的用戶，這就是我們商業上的

取舍。”

大包大攬，蔚來的能力是否配得上
野心？

正如李斌所說，訂閱模式是壹件

艱難的事情，十分考驗企業的運營能

力，而蔚來還給自己選了壹個 “困

難模式”。

目前不少主流車企都在歐洲推出了

訂閱模式或租賃模式，但多是與第三方

公司合作、由第三方運營，例如在歐洲

較為領先的“沃爾沃關懷”訂閱模式，

沃爾沃就選擇了由經銷商來為顧客提供

服務。

而初來乍到的蔚來則套用了汽車銷

售的“直營模式”，對訂閱同樣大包大

攬。除了壹價全包的服務之外，蔚來還

把其銷售模式下的蔚來中心、社區應用

、補能體系等服務網絡全部套用到了訂

閱模式中。

在活動中，蔚來方面透露，其位於

柏林的蔚來中心即將開業，同時還正在

漢堡、法蘭克福、杜塞爾多夫、阿姆斯

特丹、鹿特丹、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

和哥德堡等城市建設蔚來中心與蔚來空

間；其歐洲版社區應用“NIO App”已

經在今年8月上線。

在補能體系上，目前蔚來已經在歐

洲接入38萬根充電樁，並在大力拓展其

換電基礎設施。蔚來方面稱，計劃今年

年底在歐洲建成20座換電站，2023年底

建成120座換電站，而到2025年，則計

劃在中國以外市場建成1000座換電站，

其中大部分將分布在歐洲。目前，位於

慕尼黑和斯圖加特之間的Zusmarshausen

換電站已經投入使用，位於柏林的換電

站即將完工。

“在歐洲，雖然這些國家都在歐盟

體系下，但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法律法

規和市場，蔚來必須在每個地區都投入

大量運營團隊、合規成本等等。”壹位

從事車企出海合規業務的人士對澎湃新

聞表示，在中國市場，“註重用戶體驗

”早已成為蔚來的標簽，但要把這個模

式復制到歐洲，勢必面臨文化差異、法

規、監管的挑戰，例如在輔助駕駛、個

人隱私等方面。

此外，提供全體系服務的訂閱模

式無疑將拉高運營成本，與歐洲現有

車輛租賃公司的價格相比，蔚來提供

的價格並不便宜，這也遭到不少業內

人士的質疑。

李斌直言，“賠本賺吆喝這種

事情我們不會幹，我們訂閱的定價

基本上是把各種因素考慮進去以後

，仍然是要有合理的毛利率，可持

續經營。”

蔚來汽車總裁秦力洪則表示，“我

們是壹價全包，別人車是車的價，再加

很多收費項，用起價贏得壹個相對的優

勢。我想我們會堅持我們的方式，讓大

家來習慣我們的定價體系，當大家習慣

我們的定價體系後，反而會不習慣別的

什麼都不包的價格體系，他們會覺得那

個很麻煩或不真誠，這是我們真實的壹

個計劃，也可以把它看作蔚來的壹個

‘陽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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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有
一个沙滩村。沙滩村没有沙滩，有的是石
板路、古樟树、老戏台……古韵悠然的
街巷，绿水青山的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前些年，沙滩村因异地重建新村，
原有的老街、老屋逐渐破败，成为萧条
的“空心村”。如何让古村落重焕生
机？2013年，黄岩区邀请专业规划师团
队，对沙滩村进行重新规划、建设。如
今，沙滩村已变成风景美、人气旺的

“网红村”。
近年来，越来越多乡村规划师参与村

庄分类、村庄布局、空间利用等规划的编
制和实施，提升了乡村规划水平，扮靓了
乡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作为政府派驻至各乡镇
的规划技术人员，乡村规划师从专业角度
为乡镇政府开展规划编制、建设项目把
关，为规划实施监督提供意见和建议，是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人才队伍。

①① ②②

图①：杨贵庆（右一）
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乡
村里进行指导。

资料图片

图②：图为陕西省西安
市长安区子午街道抱龙村里
的精品民宿。

资料图片

不只是拆旧建新

“一开始听说上头派来乡村规划师了，村
民都琢磨着规划师是干啥的。”回忆起最初介
入乡村规划时的情形，河北省唐山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的张大兴仍觉得哭笑不得，“有村民
问我们，乡村规划师就是给村里盖新房子的人
吧？”

拆掉破败的旧房子，重建一批新房子，这是
大多数人对乡村规划师的刻板印象。而事实上，
统筹农村住房布局，只是乡村规划的一小部分。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副所长
牛琦介绍，乡村规划的主要任务还包括：统筹乡
村发展目标、生态保护修复、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统筹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统筹产业发展空间等。

在河北省滦南县姚王庄镇李营村，这里原是
一个不邻交通干道、不靠县城集镇、没有工副
业、没有矿产资源的典型农业村。在乡村规划师
的帮助下，村两委和全体村民共同定下了李营村
发展的规划。

如今，走在李营村新改造的红心广场上，以
红色为主基调的鲜明党建特色景观随处可见。除
了景观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李营村还规划了
合适的产业发展路径。村子周边，100个生态大
棚、361个温室大棚和1300个中冷棚，四季出产
各种蔬菜苗木，产品远销西藏、新疆、内蒙古、
广东等地。村民们都说：这个规划对路！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培养乡村规划、设
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人才，对于乡村
建设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推进乡村规划，要用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
研究院副教授高伟这样说。

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沙滩村，帮助乡村规
划发展的是一位“布袋教授”——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贵庆教授。这些年来，每
隔两周，他都要到黄岩待上几天，参与了沙滩
村蝶变的全过程。杨贵庆总是背着一个布袋，
里面装着水笔、图纸、尺子等工具，方便他随
时画图。村民们人人认得这位“布袋教授”。

跟着杨教授在村子里转，就是最鲜活的乡
村规划教学现场。“这里以后要建成天井，可以坐
着喝喝茶”“这个台阶太突兀了，一定要抹平”

“这个木雕太美了，千万要保留”……杨贵庆常常
是边走边说边比划，大到整个村庄的发展与外部
连接，小到一条人行道上地砖的铺设，他都要
关注。

在杨贵庆看来，美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
推倒重建、拆旧建新，古村落、古建筑承载着
乡愁，是宝藏，必须修旧如故、去芜存菁，通
过功能注入，开展有机更新。在他的指导、规
划下，社戏广场成了文化休闲场所，兽医站

“变身”乡村物流中心，柴火房改造为图书角和
休闲吧，旧粮站打造成精品民宿……沙滩村入
选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村”，游客纷至沓
来，年轻一辈也纷纷回乡创业。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张秋玲

表示，乡村发展和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工程。乡村规划师需要通过其专业素质，把乡
村治理者和村民凝聚在一起，共商共议村庄的
发展策略，从经济建设、产业发展到民居以及
公共设施建设，为乡村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提供
一个系统蓝图。

提供陪伴式服务

第一次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尚未
走进镇政府大门，村领导爽朗的声音就在耳边响
起：“乡村规划师，走！先去我们宝华村看看。”
乡村规划师李玉霞至今记得这一幕。

成为乡村规划师以来，李玉霞大部分的时间
都和村民们在一起。几年下来，她与团结镇结下
深厚感情，无论走到哪个村，都有人热情地向她
招呼，随时随地都能和村里人坐在田间地头聊一
聊。“这样的经历让我对乡村规划师这个职业有
了更深理解，必须用脚去丈量每一分土地，用心
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像李玉霞一样，驻村，是乡村规划师们工作
的重要内容。在乡村做规划，不像在城市里建设
新区。如果简单套用城市思路规划乡村，看上去
很美，却华而不实，容易造成千村一面。大多数
乡村本就各具特色，做乡村规划，第一件事就是
要到乡村去，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

抱龙峪是秦岭七十二峪之一，生态环境优
越、历史典故众多。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
道抱龙村，就位于峪口。

以前，抱龙村存在着发展建设缓慢、对自然
资源未能有效保护利用的问题。2019年，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陕西省村镇建设研究中心 （北斗城乡
工作室） 一头扎进抱龙村，展开实地调研、规划
设计及建设运营工作，提出“山里讲故事，山外
品生活”的村庄发展定位，期望抱龙村能成为一
个有山、有水、有故事的休闲度假打卡地，一个
欣赏“诗和远方”的秦岭客厅。

在团队与政府、企业、村集体等多方共同努
力下，抱龙村完成了村宅改造、中心公园、街角
游园等多个项目，实现了整体形象提升。如今，
这个都市近郊村庄既保留着乡土味道，也呈现出
现代时尚的气息。三年间，先后有近 20 家民宿

落户，抱龙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民宿村。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驻村规划师秉持共同缔

造的理念，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村民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为村庄建设增添亮点。

例如，村庄主路的防护墙，在设计中结合秦
岭的山形山势，呈现出蜿蜒起伏的形态，村民在
参与方案讨论中突发奇想：“我们抱龙村一直都
没有‘龙’，你们看这墙曲曲拐拐的，多像一条
龙啊！”于是，在驻村规划师的指导下，村民们
叠砌小青瓦作为“龙鳞”，立放鹅卵石形成“龙
脊”，建造出了“石龙”的龙身，又依据村里原
有的景观，将“龙头”建在土地庙旁，把大杨树
作为“龙尾”。

“青山抱水避喧嚣，龙瀑飞花居终南。”从
此，抱龙村真正有了“龙”。往来游客无不赞叹
这精妙的设计。

作为项目负责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段德罡最大的感触是：乡村振兴不可一蹴
而就，须久久为功。团队以“陪伴式乡建”为理
念，至今还在持续性推动抱龙村乡村治理工作。

要让一张张蓝图变成乡村美景，乡村规划师
的执行力至关重要。杨贵庆坦承，在指导乡村建
设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挑战。有时候，村民甚至
一些乡镇干部难以领会村庄规划和建设的要点，
以至于“好心办坏事”，这就需要“陪伴式规
划”。

“陪伴式规划是村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由
规划师与村民、乡镇干部及施工队员等各方组成
一个乡建同盟，提供全程指导。”杨贵庆说，同
济大学团队采用的就是陪伴式规划。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规划师持续到现场跟踪，与乡镇领导、
村干部、施工队长、地方设计院人员一起，边
看、边肯定或提出意见，及时发现实施过程中的
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此外，相关人员还会建立
项目微信群，看了现场照片，规划师也能在线上
及时解答问题。

有些专业术语，如传统村落建筑“风貌”
一词，村民不理解。村民希望拆旧建新，认为
老房子没有价值。杨贵庆就解释说，低矮破旧
的老房子连在一起，就像打牌时抓到手的一副

“同花顺”，数字虽小但却是“王炸”，如果拆了
其中一个就成一把废牌。这么一解释，村民一
下子就懂了。

探索可推广模式

越来越多的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助力
下，找准定位，实现人居环境的改善和产业的
顺利发展。然而，相对城市规划，乡村规划工
作还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农村规划人才不
足、编制水平不高、规划和建设脱节等。

石楠表示，目前在中国，乡村规划师还没
有纳入人社部公布的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从事这一工作的群体主要是城市规划师、建筑
师、工程师等。现状是，一方面，专家学者的
志愿行动，帮助很多乡村制定了发展规划；另
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以官方形式招聘乡村规
划师，进行了有益探索。

2010 年，四川省成都市在总结汶川地震震
后重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首创了乡村
规划师制度。2017 年，《成都市城乡规划条
例》 修订，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乡村规划师制
度进行固化。成都市政府出台 《乡村规划师管
理办法》，主管部门相继印发乡村规划师年度
考核办法、教育培训办法、工作流程等配套制
度，还研发了乡村规划师信息管理 APP。

经过十余年探索实践，成都逐步形成了乡
村规划师“1573”模式。“1”即一个定位，乡
村规划技术负责人；“5”指五大渠道——社会
招聘、机构志愿者、个人志愿者、选调任职、
选派挂职；“7”是七大职责，包括规划决策参
与者、规划编制组织者、规划初审把关员、实
施过程指导员、乡镇规划建议人、基层矛盾协
调员、乡村规划研究员；“3”是三大保障，即
运行保障、管理保障、资金保障。

“‘1573’模式明确了乡村规划师制度为什
么做、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成都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佳介绍，12 年来，成都市累
计招募十批乡村规划师共 520 余人次，乡村规划
师参与灾后重建、易地扶贫搬迁、土地整理等聚
居点建设项目 783 个，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
1217 个，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镇村规划成
果。未来，成都将主动顺应规划和自然资源管
理的新要求，进一步提升乡村规划师的精细化
管理水平，多方协同共绘美好乡村。

目前，发端于成都的乡村规划师制度，已在
全国各地陆续推广。在浙江，2017 年 6 月，浙江
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关于推广驻镇规划师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驻镇规划师制度。迄今，杭州
市118个小城镇已实现驻镇规划师全覆盖。

在青海，近日印发的 《关于开展乡村规划
师志愿服务试点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 指出，
将建立乡村规划师志愿服务队伍，按照“县管
日常、市州管监督、省管指导”的三级管理方
式进行日常管理及工作考核，鼓励探索扎根
化、陪伴化、基地化服务模式。

石楠表示，希望未来能大力倡导“乡村规
划师+”模式，以乡村规划师为桥梁，引导高校
师生、投资业主、乡村工匠、艺术家等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建设美丽乡村。

来了规划师，“画”出乡村新模样
本报记者 叶 子



法国版“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5年12月26日，法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

定，并首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平价。同时

，法国政府宣布在各殖民地内使用殖民地法郎，

其中非洲殖民地区的通用货币为“法属非洲殖民

地法郎”。

195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颁布了第五共和国

宪法，采用“法兰西共同体”替代第四共和国的

“法兰西联盟”，赋予了海外殖民地更多自治权

，非洲法郎也从“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被重新

命名为“非洲法兰西共同体法郎”。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又将“非洲法兰西

共同体法郎”又分成了“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西非法郎）和“非洲金融合作法郎”（中非法

郎）。

使用西非法郎的国家有贝宁、布基纳法索、

多哥、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几

内亚比绍等8个国家；而使用中非法郎的国家包

括喀麦隆、中非、刚果 (布)、加蓬、赤道几内亚

和乍得等6个国家。

此外，非洲法郎区还有一个国家科摩罗，其

发行的“科摩罗法郎”只有一国使用。

非洲法郎由1959年设立的两家央行——西非

国家中央银行(BCEAO)、喀麦隆和赤道非洲中央

银行（后演变为中非国家银行）负责发行。

这两家央行里只有一半的管理者是非洲人，

而且董事长都是法国人。几经斗争，两家央行的

总部也从巴黎搬到了非洲，但法国依旧牢牢掌握

着这两家央行。迄今为止，两家央行的总裁都由

法国任命，三家央行（包括科摩罗央行）董事会

中都有法国人任董事。

西非国家央行的16名董事中有2人是法国人

，但任何重大决策时必须一致通过；喀麦隆和赤

道非洲中央银行的13名董事中3人是法国人，重

大决策也需要一致通过，意味着法国人有“一票

否决权”。而在科摩罗央行董事会中，8名董事

中也有4个是法国人。

法郎与非洲法郎之间实行固定汇率，通过这

种操作，法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形成一套

“法郎体系”。

通过与非洲殖民地的货币“合作”，法国既能

抵消当时美国垄断国际金融对法国的影响，又能利

用货币与金融工具有效控制和掠夺法属非洲国家，

还能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外交，一举多得。

法国人的“非洲奶牛”

虽然非洲法郎对于法郎区国家的币值稳定有

帮助，但对非洲国家而言，法国掠夺性的“货币

合作”政策弊大于利。

法属非洲国家独立时，法国将“货币合作”

作为独立的必要条件，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金

融命脉。以刚果（布）为例，在独立时签署的

“合作协定”中规定：

刚果（布）必须与法国协调对外贸易、货币

和财政政策；刚果（布）必须加入非洲法郎区；

刚果（布）从法郎区以外收入的全部外汇必

须存入巴黎的法郎区帐户；

动用外汇时要经过法国与刚果（布）、乍得

、中非、加蓬四国组成的一个“混合委员会”批

准；

刚果（布）国库在与法国国库分开之前由法

国管理。

而法国国民可以在刚果（布）自由投资、居

留、开矿、营业，享受刚果国民待遇；法国商品

可以在刚果（布）自由流通，不纳关税并优先销

售、享有贸易特惠权等。这简直就是不平等经济

掠夺条约。

通过这些操作，法国赚得盆满钵满。由于非

洲法郎区国家必须将其国家货币储备存入法国中

央银行。法国财政部每年从非洲获得约5000亿

美元的直接收入和利润。

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实行固定汇率，大大便

利了法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法资主要集中在可

可、咖啡、棉花、花生、木材、石油、铀等领域

，垄断了这些国家的资源收益。

由于这些国家高达65％的外汇储备都是法

郎，因此非洲法郎区国家实际上只能从法国进口

消费品。这就是典型的“新殖民主义”。

通过掌握非洲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法国还获

得了相当巨大的隐性收益——“铸币税”，而且

通过货币绑定了比本土大的多的土地和人口，法

国就像获得了一头源源不断供奶的“奶牛”。

法国通过货币发行抽血非洲财富，恶化非洲

的治理。科特迪瓦前总统、非洲独立运动精神领

袖菲博瓦尼曾公开警告：非洲人可能无法将财富

留在非洲。由于法国和非洲法郎区之间的资本转

帐毫无障碍，法国资本把在非洲获得的收益源源

不断的汇回法国。

一些非洲领导人通过贪腐积累了巨额财富，

很多借着非洲法郎的便利条件将这些不义之财转

移到法国，下野后遁到法国当“寓公”，例如臭

名昭著的中非“皇帝”博卡萨。

更有甚者，很多对卢旺达大屠杀负有直接责

任的人正因法国的庇护，至今逍遥法外。还有那

些通过洗钱、毒品走私以及与此相关的大规模资

本外逃，目的地很多都是法国。其他一些非洲精

英也喜欢在法国置业，将或“合法”或非法的巨

额财富转移到法国。

法国绑定非洲国家的货币，对非洲国家经济

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西非地区的法郎区国家

与原英属殖民地国家（尼日利亚等）经济一体化

进程非常滞后，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即使在法郎区内部，尽管“非洲金融共同体

”国家地缘相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也只

有7％的贸易是在西非地区内部进行的。

以马里为例，2020年该国的出口对象基本是

域外国家

为了维持对非洲法郎区的控制，法国不择手

段：多哥首任总统西尔瓦努· 奥林匹奥曾决定多

哥于1963年脱离法郎区，但是就在多哥货币独立

前夕，他被前法国军团的一位中士暗杀。

1987年，主张脱离非洲法郎区的布基纳法索

传奇领导人桑卡拉被暗杀，法国也脱不了干系。

1962年，马里第一任总统莫迪博· 凯塔决定

退出非洲法郎区，同样被由前法国军团士兵发动

的政变推翻等等。

无可奈何花落去

除了控制货币发行权以外，法国对前殖民地

国家的控制曾经无孔不入：法国被戏称为“非洲

宪兵”，号称“非洲乱不乱，法国说了算”。

近年来，法国以“反恐”为名先后在非洲发

动了“薮猫行动”和“新月形沙丘行动”两场大

规模军事行动。仅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就部署了

5100多名军事人员，在全非洲部署了超过7000人

。

但法国对非洲的盘剥也激起了非洲人民的反

抗。这些年，原法属非洲国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

的反法热潮。

马克龙上台时曾发誓要重塑法非关系。2021

年10月，马克龙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召开

“法非峰会”，没有邀请非洲国家的政治领导人

，取而代之的是精挑细选的近三千名“民间社会

”的代表人士。

但正是这些人，将这场峰会变成了一场对马

克龙和法国的批判大会，指责马克龙“傲慢”

“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还要求马克

龙为法国占领罪行向非洲道歉，停止支持非洲大

陆的“独裁”总统，并撤除驻扎在他们国家的法

军基地。

新一代非洲领导人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存在也让法国如鲠在喉。

在经济上，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的最大贸

易伙伴，也是许多非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

国与非洲大陆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2021年达到约

2540亿美元，超过美国、印度和法国的总和。

在安全领域，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在非

洲多国开展活动。在一些传统的法国势力范围，

“瓦格纳集团”的军事人员为军队、特种部队和

总统卫队等提供军事训练。连受法国控制最牢的

马里也威胁要用“瓦格纳集团”替代法国军队进

行反恐。

在政治和外交上，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等

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一些传统的法国“势力范

围”内的国家也积极投身这些新兴地缘政治玩家

的怀抱。

2017年12月，西非地区著名的反殖民“斗士

”凯米· 塞巴被俄罗斯著名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亚

历山大· 杜金邀请到莫斯科，把法国狠狠羞辱了

一番，塞巴对非洲的反法舆论起到了很大作用。

布基纳法索、乍得等国则大量采购土耳其的

军事装备，积极参加土非洲峰会，成为埃尔多安

的座上宾。塞内加尔、马里等国还与土耳其签订

了安全协议。土耳其在尼日尔、塞内加尔和马里

等西非国家不断上升的活动，也引起了法国的警

觉。

这一切都表明，非洲的命运不再像以前那样

掌握在法国人手中。

法国人在非洲造孽太深，曾经被法国殖民的

国家对法国充满了怨恨。为了安抚非洲国家，马

克龙在2019年宣布非洲法郎将寿终正寝，这是法

国在非洲几百年统治走向瓦解的一个新标志。

还想再剥削非洲一百年
法国

法国曾建立起一个仅次于英国的全球第二大殖民帝国，这个殖民帝国

的“领土”主要分布在非洲，特别是19世纪以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二殖民

帝国”。

20世纪初，法国将非洲殖民地整合成“法属西非”(AOF)和“法属赤道

非洲”(AEF)两大殖民地。

前者包括塞内加尔、法属苏丹（今马里）、法属几内亚、象牙海岸

（今科特迪瓦）共四个行政区域，毛利塔尼亚和尼日尔后来加入。而后者

则主要包括加蓬、法属刚果、乌班吉-沙立（今中非共和国）、乍得等。

如今，法兰西殖民帝国早已解体，但法国凭借货币发行权，长期以来

左右着15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

法国大花臂是来维护非洲稳定的吗？

还是说，是来确保没有人敢反抗的？

驻马里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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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
本週本週1010月月1717日日----1010月月2222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點節目安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

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唯一的華

語電視台，7天24小時播出華語節

目，每天下午6:30播出《美南新聞

聯播》 ，每晚7點播出30分鐘的自

辦專題節目。

本週一10月17日晚7點是黃梅

子主持的《梅子說》，談論俄羅斯

會使用核武器嗎？

本週二10月18日晚7點是陳鐵

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10月19日晚7點是王潔

主持的《美南時事通》，採訪萬

通貸款。

本週四10月20日晚7點是Sky

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10月21日晚7點是美南

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南時事

通》，兩位常任嘉賓是德州資深律

師包傑生和僑領陳珂博士、

本週六10月22日晚7:30重播

本週一的《梅子說》節目。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每晚 7

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論壇》、《子天

訪談錄》，您也可以在美南網Sc-

daily.com收看直播，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同步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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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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