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IPD FORUMFORUM

城市 万花筒
人口状况变化 

考验和平、繁荣

2021 年第 46 卷第 2 期



2 IPD FORUMFORUM

目录IPDF 第 46 卷第 2 期

专题
10 城市战场
	 超大城市的快速崛起改变战争的性质。

16 不确定性的时代
	 快速老龄化的印太地区面临治理、

	 安全挑战。

20 印太地区消失的妇女
	 中国的性别差距与贩运、

	 虐待之间的关联。

24 中共与华侨
	 北京的域外专制统治。

28 新能源崛起
	 	可再生能源让印太地区有机会成为	

能源安全领导者。

36 种植粮食，保障稳定
	 印太各国通过伙伴关系和技术加强粮食安全。

42 转战新冠病毒 
	 RedR	Australia	的早期学习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48 关系、复原力和应对工作
	 	美国政府机构与印太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	

助力转向新冠疫情应对。

52 应对新冠疫情
	 妇女、和平与安全项目提供包容性解决方案。		

10



栏目
4 印太观点 

5 作者介绍

6 印太各地
	 印太新闻。	

8 反恐快报
	 各国需应对因新冠疫情而加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58 评论之声
	 日本的人口变化和未来面临的地区安全挑战。

62	 风俗文化
	 日本大师保留传统，为儿童制作文乐木偶。

64 世界瞭望
	 非洲大陆已无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但小儿麻痹	
	 症的威胁依然存在；欧洲试图阻止虚假新闻的传播。

65 创新
	 越南研发的头盔保护一线工人；新加坡用更多的	
	 蚊子对抗史上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66	 深度思考
	 扫描	1030	万颗恒星，未发现外星人的蛛丝马迹。
		
67	 末篇

封面故事：
这幅东京摩天大楼全
景图表达了城市化程
度提高等人口状况变
化如何改变治理和安
全挑战。	
ISTOCK

62



4 IPD FORUMFORUM

 《印太防务论坛》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每季

度出版的专业军事杂志，旨在为印太地

区军方人士提供一个国际论坛平台。 

本杂志所述观点与印太司令部或任何 

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政策或观点无关。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文章均由 

 《论坛》员工撰写。美国国防部长确认，

为开展国防部所要开展的公共事务， 

有必要出版本杂志。 

ISSN	2333-1593	(印刷)

ISSN	2333-1607	(网络)

人口变化
2021 年第 46 卷第 2 期

尊敬的读者：

欢迎阅读《印太防务论坛》	

人口变化特刊。

随着印太地区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相

应的人口和社会变化对地区安全局势的

影响将日益加大。本期《论坛》将探讨

从人口变化到能源和粮食需求日益增加

等可能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造成影响

的若干问题。这些变化带来的压力将改

变印太军队、安全部队和专业人员的作用，并改变他们今后的运作方式。	

盟国和伙伴之间的合作对于应对由此产生的资源竞争加剧、国内紧张局

势、疾病和经济差距以及其他新挑战至关重要。

开篇文章将探讨军队如何为超大城市的崛起这一全新战场地平线做好准

备。全球许多的城市化增长预计将发生在印太地区，来自农村地区的大量移

徙将令各国在可持续发展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加大。这一趋势也将改

变军队保护如此庞大的人口中心的方式。

另一篇重要文章将探讨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将如何在世界各地，特别

是在印太地区创造老年人口庞大的老龄化国家。工作和入伍适龄公民比例下

降将导致安全工作方法的改变，并促使军队更快地采用新技术。另一篇文章

将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的性别失衡如何造成众多社会和安全问题，包括

贩运妇女、薪酬不平等和性犯罪。

人口状况的变化也会影响粮食和资源竞争。本期两篇文章将介绍印太国

家如何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解决方案和加强合作来改善粮食和

能源安全。

末尾部分的多篇文章将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和全球化程度加大如何使医疗

保健成果和安全问题复杂化。国际人道主义应对机构	RedR	Australia	首席执

行官克尔斯滕·赛耶斯（Kirsten	Sayers）将详细介绍新冠疫情如何改变各

国应对和看待公共卫生问题的方式。联合国妇女、和平与安全项目下属的一

个国际顾问小组撰写的一篇文章将介绍装备国防和安全部门的项目如何才能

更好地与民众接触并提供包容性解决方法。另一篇文章将揭示美国政府机构

与印太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如何在疫情期间赋权社区。

希望这些文章能推动关于人口状况变化的地区对话。欢迎大家提出意

见。欢迎发送邮件至	ipdf@ipdefenseforum.com	联系《论坛》员工分享您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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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弗·阿特金森（珍妮弗·阿特金森（JENNIFER ATKINSON）中校）中校曾以心理学家身份加入
新西兰皇家空军，并受派遣为太平洋和中东的任务提供支持。她在新
西兰国防军服役	20	余年，现在是负责执行新西兰国家行动计划（New	
Zealand	National	Action	Plan）的两性平等问题顾问。

利比·雷登（利比·雷登（LIBBY REARDON）少校）少校自	2015	年起在新西
兰皇家空军服役，之前曾担任新西兰陆军军官。她曾跟随
新西兰国防军被派往中东和东帝汶，并曾被派往泰国和越
南执行非作战任务。近期她在斐济苏瓦呆了两年，创建了
太平洋国防性别网络（Pacific	Defence	Gender	Network）
，与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瓦努阿图各地的成员

保持联系。她的博士学位研究评估了联合国关于女性、和平与安全的
第	1325	号决议在太平洋地区的实际执行情况。

凯特·麦克罗（凯特·麦克罗（KATE MCMORROW））是澳大利亚国防部
性别、和平与安全局局长助理。她领导国际参与和战略政
策组合，促进关于联合国第	1325	号决议的进展合作。她
之前曾担任的职责包括澳大利亚国防部负责与印度、巴基
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的国际政策干事。她曾获得国
际关系一等荣誉学位（专门从事印尼研究），并曾在印尼
和韩国学习。

沙龙·古维娅·费斯托（沙龙·古维娅·费斯托（SHARON GOUVEIA FEIST））是美国
印太司令部（USINDOPACOM）首位性别问题顾问，她担
任印太地区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首席顾问。在她的领导
下，妇女、和平与安全办公室设计方案、指导执行工作，
并将性别观点纳入整个政策、规划和行动的主流，以改善

安全工作的成果。过去十多年间，她一直负责领导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打
击人口贩运项目，并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夏威夷和东南亚帮助人口贩
运幸存者，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文章见第 52 页

作者介绍IPDF

奥斯卡·阿尔门（奥斯卡·阿尔门（OSCAR ALMEN）博士）博士是瑞典国防研究所
（FOI）高级研究员。他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他于	2005	年完成了关于中国地
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博士学位学习。他的研究兴趣领域包括中
国政治、政治参与和安全政治学。他曾在《当代中国与民主化
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Democratization）等

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文章，并曾共同撰写	2019	年《绿化中国的城市治理》
（Greening China’s Urban Governance）一书。文章见第 24 页

克尔斯滕·赛耶斯（克尔斯滕·赛耶斯（KIRSTEN SAYERS））是	RedR	Australia	的
首席执行官。她具备国际商业导向型政府、企业和咨询领
域的经验。赛耶斯曾在巴黎、曼谷和台北担任高级外交和
商业职务，并曾在澳大利亚担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高级职
务。她曾担任澳大利亚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妇女领袖网
络会议（Women	Leaders’	Network）和经合组织性别问

题协调中心网络（APEC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的首席谈判代表
和代表团团长，并且曾是澳大利亚出席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的代表
团成员。文章见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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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粮食安全

尼农业部表示，在收

到关于新冠疫情爆发

可能导致粮食危机的

警告后，该国计划在

婆罗洲岛上开发一个面积超过

16.4 万公顷的大型粮食农场。

该部门表示，中加里曼

丹省这个项目将提高现有

约 8.5 万公顷农田的产量，并

增加 7.9 万公顷的种植面积，

包括来自之前排干的泥炭地。

农业部发言人昆托罗·博

加·安德里（Kuntoro Boga 

Andr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印尼政府将种植一系列粮食作

物，包括主食。

他表示：“我们讨论的不

仅是出产大米和玉米的粮食农

场，还包括水果和蔬菜种植以

及动物养殖场。

印尼政府在巴布亚省建立

了类似的食品农场，并计划开

发更多的农场。路透社

印
 民主运动诉求 

得到民众支持
透社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
共产党（CCP）推出针对香
港的国家安全法后，有越来

越多香港人支持民主运动的目标，
抗议运动的支持率达到	44%。
分析师表示，示威活动与	2019

年下半年震撼这个中国统治下城市
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相比，规模越来
越小、数量越来越少，这主要是由
于新冠相关集会限制以及这部涉及
广泛的新法律的影响。
香港民意研究所（HKPORI）的

调查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通过国安法以来首次民调。
调查发现，将近60%的人反对

国安法，高于2020年6月上次调查
57%左右的结果——当时人们了解
的细节还很少。
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蔡子强	

	（Ivan	Choy）表示，安全法实施后，
公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他说：“现在，当你让人们出来

抗议时，他们会更加担心”，并称
逮捕行动在社会上引发了“更多的
愤怒”。
香港政府表示，需要用这部法

律来堵塞抗议活动暴露出来的国
家安全漏洞及恢复香港的稳定。调

查发现，公众对该法律的支持略高
于	31%。
批评人士表示，这项立法进一步

侵蚀了	1997	年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归
还中国统治时所承诺的广泛自由。
民调显示，支持民主运动各项主

要诉求的比例有所增加。
支持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调

查警察对示威活动处置方式的比例
上升了大约4个百分点，达到	70%。
香港警方和政府表示，他们已使

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去恢复法律和秩
序，并有充分机制来防止和惩治违
法行为。（附图：2020	年	9	月，
香港派出警察应对网上关于抗议
国家安全法和推迟立法选举的呼
吁。）
普选是另一项重要诉求，其支持

率仍然强劲——得到	63%香港市民
的支持，与	6	月民调结果大致相同。
支持赦免被逮捕示威者的比例升

至近	50%，增加5个百分点。
反对民主运动各项诉求的比例从

21.5%降至	19%。
调查还表明，支持香港独立（北

京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也是安全法
针对的重点）的比例仍然约为	20%
，而反对独立的人略低于	60%。路透社

路

印太各地IPDF

印尼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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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一位部长表示，该国不会将维吾尔族难民

引渡到中国，并且如果他们觉得自身安全受到威

胁，还会允许他们安全前往第三国。

东南亚一直是难民和活动家称受到中国政府压迫和大规

模拘留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逃往土耳其的首选过境点。（附

图：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难民在泰国-马来西亚边界附近的

临时住所等候。）

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穆罕默德·雷祖安·尤索夫 

	（Mohd Redzuan Md Yusof）表示，即使马来西亚承认维

吾尔人在中国面临压迫，但马来西亚尊重主权国家管理其

内政的权利。

穆罕默德·雷祖安是在马来西亚国会网站	2020	年	9	月发

布的国会书面答复中发表上述评论，标志着马来西亚首次

就维吾尔族难民引渡问题明确立场。

马

	“因此，如有维吾尔族难民逃到马来西亚寻求保护，马来

西亚已决定不引渡他们——即使中国提出请求，”穆罕默

德·雷祖安表示。

	“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或可能面临迫害，认为自己

在本国得不到保护和无法获得公正对待，则允许他们前往

第三国。”

2018	年	10	月，马来西亚当局释放了	11	名维吾尔族人并

让他们前往土耳其，虽然中国要求将这些人遣返。路透社

 马来西亚不会将 

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

人类面临流离失所

报告指出，相比之下，生态因素和冲突在	2019	年导致
3000	万人流离失所。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创始人史蒂夫·基里拉（Steve	

Killelea）表示：“这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不
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发达国家——因为大规模流离
失所会导致越来越多难民流向最发达的那些国家。”
报告将威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粮食无保障、缺水和

人口增长；另一类是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干旱、旋风、
海平面上升和气温上升。
报告结果是一项分析，它评估了	150	个国家中每个国

家面临多少威胁和各国抵御这些威胁的能力。
虽然印度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在今后几十年中受到水资

源短缺的威胁最大，但巴基斯坦、伊朗、莫桑比克、肯尼
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其他国家面临着各种有毒物质的威胁以
及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下降。
这项	90	页的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目前基本稳定，但

面临高度的生态威胁，‘积极的和平’程度低且不断恶
化，这意味着他们在未来崩溃的风险更高。”
基里拉表示，世界淡水供应量比	50	年前少了	60%，而

预计未来	30	年内食品需求将增加	50%，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印太地区中产阶级的扩张所驱动。
这些因素加上自然灾害，意味着到	2050	年甚至稳定的

国家也很脆弱。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表示，他们希望这篇可能成为年度

分析的报告能够影响援助和发展政策。路透社

篇全球生态威胁分析报告指出，人口急剧增长、
粮食和水资源供应缺乏以及自然灾害风险增加意

味着到	2050	年将有超过	10	亿人面临流离失所。
这份《生态威胁记录》报告（	Ecological	Threat	Register）

是由编制年度恐怖主义与和平指数的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
所（IEP）编写，他们利用联合国及其他来源的数据评估八项
生态威胁，并预测哪些国家和地区面临最大风险。
预计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近	100	亿，这将加

剧资源争夺、助长冲突。研究表明，到	2050	年生活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中东脆弱地区的多达	12	亿人可能
会被迫移徙。

一

全球

马来西亚/中国

7IPD FORUM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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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快报IPDF

杜特尔特称，各国需应对杜特尔特称，各国需应对
因新冠疫情而加大的因新冠疫情而加大的

恐怖主义威胁 
  
 

应
对致命

性冠状

病毒

的紧迫性促使世界各国政府

将资源投入到对抗全球性疫

情，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尔特提醒各国领导人不要忽视当前的恐怖主义威胁。

杜特尔特在	2020	年	9	月的亚喀巴进程虚拟会议期间表

示：“即便在我们努力摆脱疫情之际，菲律宾仍然面临着安

全威胁。”亚喀巴进程是约旦国王提出的一项倡议，倡导加

强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事实上，新冠病毒并没有

让恐怖分子受到隔离。”

杜特尔特表示，阿布沙耶夫组织、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

士和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等当地恐怖组织因疫情而变得“更

加大胆”。他补充道：“他们利用这种局面为其邪恶的活动服

务。”

杜特尔特表示：“如今，我们的决

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绝不会

放弃。我们不允许新冠病毒让我们的人们屈膝。”	

与新冠疫情不同，恐怖主义威胁对各国政府来说并非什

么新鲜事。但一些专家认为，反恐议题在对话和优先事项中

并没有像新冠疫情那样突出。此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

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CTED）在	2020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中

警告说，媒体对全球疫情的关注意味着对暴力极端主义组织

持续性威胁的新闻报道减少。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暴

力极端主义组织可能试图加以利用为自身带来优势。

例如，据联合国称，疫情迫使全球超过	10	亿学生上网上

课，因为与病毒相关的风险使他们无法去学校上学。反恐执

行局的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受监督地使用互联网	

	（包括游戏平台），这让恐怖团体有机会让更多的人接触

激进意识形态，“虽然我们对于网络活动与暴力激进化之间

《论坛》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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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尚未有充分的理解”。	

根据反恐执行局题为《新冠疫情对恐怖主义、反恐怖主

义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的报告，极端分子已将新

冠肺炎纳入他们的叙事和宣传，以利用当前事件去扩大其

敌人内部的分歧和弱点。研究人员称疫情为传播误导和虚

假信息的完美风暴。	

反恐执行局的报告指出，“虽然一些国家已经做出回

应，包括通过对传播与新冠疫情相关错误/虚假信息的个

人提出指控，但解决这种情况的大部分责任已落在私营

部门身上（比如在反恐领域）。”“然而，尽管许多大

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了行动，这些平台取消了恶意个人

和组织的平台，倡导了权威性声音，增加了核查机制的

使用以及禁止使用错误信息销售医疗产品的广告，但仍

存在重大挑战。”

反恐执行局的报告指出，许多人将经历长期的不确

定性、孤立和政治不稳定，暴力极端主义行为者持续尝

试利用这些弱点的可能性加

大。但该机构宣称将继续监

测新冠疫情对恐怖主义和反

恐工作的影响，并在各国政

府迎接这些最新挑战时提供

评估和建议。

杜特尔特鼓励各国搁置分

歧，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

的和持续性威胁。他保证菲律

宾将加强与东盟和联合国等的合作，以应对他所谓的“当

前形势下的巨大挑战”。

	“新冠疫情迫使我们与过去决裂。坚持使国家内部和

国家间不平等固化的旧方法肯定是不可行的，”杜特尔特

示。“让我们抓住这一历史性机会，建立一个更加安全、

公正和人道的新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恐怖分子和极端主

义势力的野蛮行径没有丝毫存在的空间。”

插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
拉与新传染病机构间工作组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th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成员交谈。美联社

左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反恐部队
成员参加马尼拉湾的安全演习。法

新社/盖蒂图片社

上图：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士兵在马
尼拉的阿吉纳尔多营地进行反恐训
练演习。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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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员工

城市战场
超大城市快速崛起 改变战争的性质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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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这个由集装箱改装成的虚构小镇

重获自由之后，卡拉巴鲁（Carabaroo）演习城市攻击任

务宣告结束。

来自澳大利亚、菲律宾和美国的近	400	名士兵和海军

陆战队员在澳大利亚国防军昆士兰州广阔的肖尔沃特湾

训练区进行了为期三周多的城市作战训练。在重新占领

模拟定居点的过程中，各国部队运用了在	2019	年年中

的三边演习中获得提升的技能和战术。

澳大利亚陆军第7旅旅长安德鲁·霍金（Andrew	

Hocking）在澳大利亚国防部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表

示：“卡拉巴鲁演习旨在相互学习、建立信任、了解彼

此的不同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将其融入高端战斗

场景，这可能是城市战争中最复杂的场景。”

在整个印太及其他地区，随着军事规划人员为超大城

市的崛起这一人口变化驱动的新战场现实做好准备，各

国部队都在针对类似的场景进行演练。

到	2050	年，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

地区——比	2021	年城市居民的比例增加约20%。未来

十年内，1000	万居民以上的超大城市数量将增加三分之

一，从	33	个增加到	43	个。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称之为“构造转变”的预测城市增长大部分

将发生在印太地区——该地区现在已经有许多全球性大

都市，包括东京、新德里、上海、孟买、北京和达卡。

既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又要维护社会稳定——这一人

口革命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它也在改变城市战争

的性质。

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冲突、安全和发展研究员安东尼

奥·桑帕约（Antonio	Sampaio）在	2018	年	7	月为

Bloomberg	CityLab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城市

是人类最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工具。”“高城市

化率可带来许多积极的成果，包括提高收入和降低婴

儿死亡率。这一积极联系正受到全球一些受冲突影响

最严重地区快速城市化和动荡带来的共同挑战的威

胁，”桑帕约写道。“如果援助捐助者、国际组织和

武装部队不优先考虑快速发展的城市并共同努力使这

些城市实现稳定，缓慢燃烧的紧张局势就可能升级为

暴力冲突。”

如果这种摩擦引发战争，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中心

的密度、复杂性和相互联系将造成一种可以被点爆的组

合。美国陆军训练及准则司令部（TRADOC）计划与政

一名澳大利亚陆军士兵参加2019年卡拉巴鲁演习。随着城
市化加剧重塑战争，印太各地也在举行类似的演习。德士蒂

尼·邓普西（DESTINY DEMPSEY）下士/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被尘土和烟雾笼罩的狭窄街道上，部队分头行动，穿过狭窄阴森的小
巷，逐个房间、逐栋建筑，一步步夺回被围困的城镇。市郊，一架

MV-22	鱼鹰直升机的机翼卷起灰尘和碎屑。另一支解放者突击队士兵纷纷从
直升机上跳下，冲向与敌军对决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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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全球有 33 个都市地区的

人口超过 1000 万，预计到 2030 年此类

超大城市的数量将增至 43 个。印太地区

拥有超过一半的超大城市，包括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中心当中的七个。

数量众多的

大都会

来源：《2018 年世界城市》 - 联合国

排名 超大城市
人口

（百万）

1 日本东京 37.46

2 印度德里 28.51

3 中国上海 25.58

4 巴西圣保罗 21.65

5 墨西哥墨西哥城 21.58

6 埃及开罗 20.07

7 印度孟买 19.98

8 中国北京 19.61

9 孟加拉国达卡 19.57

10 日本大阪 19.28

11 美国纽约-纽瓦克 18.81

12 巴基斯坦卡拉奇 15.40

13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14.96

14 中国重庆 14.83

15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4.75

16 印度加尔各答 14.68

17 菲律宾马尼拉 13.48

18 尼日利亚拉各斯 13.46

19 巴西里约热内卢 13.29

20 中国天津 13.21

21 民主刚果金沙萨 13.17

22 中国广州 12.63

23
美国洛杉矶-长滩- 
圣安娜

12.45

24 俄罗斯莫斯科 12.41

25 中国深圳 11.90

26 巴基斯坦拉合尔 11.73

27 印度班加罗尔 11.44

28 法国巴黎 10.90

29 哥伦比亚波哥大 10.57

30 印尼雅加达 10.51

31 印度金奈 10.45

32 秘鲁利马 10.39

33 泰国曼谷 10.15

东京大都市区约有 3700 万居民，日本将近 30%的人口居住在那
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城市。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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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主任罗素·格伦（Russell	Glenn）博士认为，“超大城

市带来的挑战不同于我们历史上所面对的任何挑战。”

重大重构

在许多方面，对城市冲突的重新关注可看作是回到过

去。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一篇城市战争评论指出，

从拿破仑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研究都强调在

没有平民的开阔场地开展战斗。

然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城市战争（通常是

围困行动）一直是发动战争的主要手段。城市战争在

二战期间开始重新展现其主导地位。1944	年	1	月，当

盟军为诺曼底登陆和最终解放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做准

备时，美国战争部公布了其第一个正式的城市战争准

则——《基本战场手册（FM）	31-50：对要塞的攻击

和城镇战斗》。

多种因素促使城市战争重新兴起具有战略意义。其

中，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的评论指出：“实力较

弱的军队在城市人口和地貌中寻求获得不对称优势，

更加强调革命（叛乱）战争，以及强调全球人口从农

村向城市转移的剧烈变化。”

预计未来几年世界人口的重大重构（联合国

界称之为一种“大趋势”）有可能重新塑造从装

备、训练到战术、战略的各级军事思维。澳大利亚

于	2020	年	7	月公布的《2020	年国防战略更新》指

出，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对政治稳定的威胁（例如粮食

和水资源短缺以及流行病）正在加剧。

该文件附属的《2020	年部队结构计划》指出，澳

大利亚的军队“必须具备持续的地面存在、在复杂地

形下开展行动和通过近距离战斗击败对手的能力”。

鉴于现代战场的性质，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将

设立“对抗性城市环境研究办公室”，以协调“不

断进化的作战设备”的开发和快速运用。此外，部

队结构计划强调了地理空间情报（GEOINT）在创

建城市地区	3D	模型协助部署精确制导武器方面的

重要作用。

迫在眉睫的可能性

最近几十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伊拉克巴格达和车

臣格罗兹尼等战区的军事交战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为城

市战争规划提供了依据。

兰德公司	2017	年的一篇报告——《重新构想美

国陆军的城市行动特点：历史如何为当前和未来提

供依据》通过分析这些冲突得出了多项重要发现，

包括：

•	 装甲地面部队在实现行动自由和“将庞大城市

地区行动问题缩小到街区”方面的作用。

2020 年 7 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宣布推
出该国的《2020 年国防战略更新》和《2020 年部队
结构计划》。该计划要求设立一个对抗性城市环境研
究办公室。路透社

如果援助捐助者、国际组织和武装部队不优先考虑

快速发展的城市并共同努力使这些城市实现稳定，

缓慢燃烧的紧张局势就可能升级为暴力冲突。”
~国际战略研究所冲突、安全与发展研究员安东尼奥·桑帕约（Antonio Sampa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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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采取“创新的情报形式，包括新的情报来

源和收集方法，特别是来自非军事渠道的开源

信息”。

•	 能够超越既定方法和行动规范来思考将“城市战

斗的挑战降至可控范围”的军事领导人的价值。

	“城市环境对地面部队构成重大挑战，传统上会尽可

能避开，但世界人口的日益城市化似乎注定了陆军未来

必然要面对城市战斗，”这篇获得美国陆军训练及准则

司令部赞助的报告指出。

事实上，时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一年前就谈到了这种

迫在眉睫的可能性。

马克·米利（Mark	Milley）将军于	2016	年向美国陆

军协会（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表示，未来战

场将“几乎肯定会发生在稠密的城市地区，要与难以捉

摸、模糊的敌人作斗争。这些敌人会将恐怖主义、游击

战、常规能力与大量平民混合在一起”。

这将是一个远离农村战场的竞技场，而陆军历来是

为农村战场而“设计、配置、训练和装备的”，米利说

道。米利于	2019	年	10	月被任命为美国最高级别的军

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随后的兰德报告——《美国陆军和巴格达战争：已汲

取和有待学习的经验教训》推动了这些思考，这份报告

指出，伊拉克持续多年、多阶段的冲突“提供了大量关

于如何重新构想未来城市战斗的信息”。

2019	年获得美国陆军赞助这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包括呼吁军事规划者和领导人继续研究“更广泛的

城市行动和超大城市问题。但应理解，由于每个城市都

是独立的实体，这种研究应侧重于陆军可能参与城市战

斗的具体案例及其可能面临的对手类型”。

各种挑战

世界上的超大城市有许多人拥挤在蜿蜒的贫民窟或是时

尚的摩天大楼，除此之外，军队还会遇到什么？街道或

地下的交通系统，或高效，或不堪重负。市政府和民政

当局或许能够维持稳定和提供支持，或许只是在制造腐

败和混乱。毫无疑问，数千万台智能手机和数字设备会

制造出一股电子噪声，可能会破坏网络，扰乱战场通信

和导航。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副主任

2019 年卡拉巴鲁演习期间，菲律宾
武装部队士兵参加对一个虚构城镇
的攻击。

美国海军陆战队德士蒂尼·邓普西下士/美国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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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沃德（Alex	Ward）在	《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写道：对敌人而言，“超大城

市地形会是让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的绝佳工具”。

这种不友好的地面现实状况要求针对独特的战斗空间

配备部队。沃德写道，除了增加敏捷性的轻武器外，部

队还需要难以拦截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传感器和

监视摄像头以及	3D	打印和可视化工具。由于许多超大

城市位于沿海地区，两栖能力对军事成功也至关重要。

沃德在	2015	年的文章中指出，同样重要的是，连长

和营长应接受相应培训，以便能够“在模棱两可的状况

下做出瞬间决策”，及平衡城市的区域和文化动态。

美国陆军上校托德·施密特（Todd	Schmidt）认

为，信息时代战场上的胜利还需要一支能够在认知领

域超越敌人的战斗部队。“我们必须能够比对手更快地

收集、解密、处理和理解大量数据和信息，”施密特在

2020	年	4	月为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Modern	War	

Institute）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能力必须与

先进的技术能力相结合，如云计算、机器人技术、人工

智能、虚拟或增强现实，并要结合比我们的敌人更快地

在内部和外部传递从数据中获得的知识的能力。”

退役印度陆军特种部队中将普拉卡什·卡托奇	

	（Prakash	Katoch）在	2018	年	11	月发表在《印度国防

评论》（Indian Defence Review）杂志网站上的文章——	

	《城市战斗》中写道，恐怖团体、犯罪团伙和叛乱运动

等不良行为者“给城市战争增添了另一个重要的层面”。

常规部队必须与配备简易爆炸装置的非常规敌人作斗

争，并且要能通过融入平民来避开追捕。

卡托奇指出，为体现城市化与安全之间日益加强的联

系，从欧洲到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军队建立了模拟高层公寓、

商店、市场、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合成训练环境。其中一

些这样的城市化地形军事行动（MOUT）设施是由模块化系

统建造，类似于超大型乐高，可以迅速重组和定制。

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发展司令部	1997	年的《城市

化地形未来军事行动构想》报告指出，城市作为金融、

治理、工业、通信和运输中心的“重心”作用使得针对

城市冲突的军事规划更加复杂化。武装部队可能发现自

己同时在不同地区开展战斗行动、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

主义援助——这是一种被称为“三区块战争”（Three-

Block	War）的军事概念。

这篇报告发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确保为城市战争

做好准备仍然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目标。据	Military.com

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实验室于	2019	年开始向国

防公司和学术机构征求信息，以开发武器技术和其他系

统，进行一系列多年期提高城市战斗能力的实验。

对抗性城市环境行动

2017	年底，数十名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与澳大利亚、

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科学

家和技术人员携手合作，参加了第一次对抗性城市环

境（CUE）战略挑战赛。作为五国技术合作方案的一部

分，这项为期	10	天的挑战重点是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空

置医院大楼中展开的城市战争情景。

参与者测试了与周边和高架监控系统集成的空基和

地面传感器等下一代技术，以发现敌方占领的车辆和构

造，并检测建筑物内部和周围的移动情况。

澳大利亚国防部下属国防科学技术人类领域分析小组

组长贾斯汀·菲多克博士（Justin	Fidock）在	2018	年关

于这次演习的播客中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为我们的男

女军人提供及时、高质量信息的有用技术。”“他们需

要能够相信知道自己踏上街道或进入对抗性城市环境中

的房间时会面对什么。”

首届赛事两年后，一年一度的对抗性城市环境挑战赛

转移到一个拥有	850	万居民的大都市——纽约市。来自

五个成员国的	150	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来到该市进行为

期两周的新兴技术测试。

2019	年	11	月在美国陆军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对抗

性城市环境挑战赛的文章指出，下曼哈顿是喧嚣、狂热

和充满人气的城市战场，提供了“由摩天大楼、漫长、

狭窄（有时甚至是黑暗）的地铁通道、屋顶和洞穴式室

内空间创造的城市峡谷”。

所测试的	40	个项目侧重于分析、部队保护、侦察监

视、指挥控制以及反无人机系统。在一项实验中，来自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了一个可自主（或由士

兵的手和身体运动引导）导航和绘制空间地图的机器人平

台。增强现实使人类操作员可以看到机器人看到的情景。

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代理副部长玛丽·米勒

（Mary	J.	Miller）在	2019	年的文章中表示：	

	“对抗性城市环境挑战的首要目标是更深入地了解城市

挑战的性质，加深我们对支持行动概念的技术局限性

的理解。”米勒表示，“归根结底，我们将用这些信

息去形成提高完成任务的能力，同时减少军队在城市

行动中面临的风险。”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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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下降和医疗保健改善正在造成

全球老龄化现象，使应享权利项目

面临压力，造成经济增长放缓，并

带来安全问题。社会老龄化最为严

重的地方莫过于印太地区，这里有

世界上按百比计算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	28%的

人口年龄在	65	岁或	65	岁以上。这意味着，日本每一个

年龄在	20-64	岁的人便对应有一个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

人，即大约	3520	万年龄在	65	岁以上。

专家预测，该地区工作和入伍适龄公民人数的减少可

能会给政府预算带来压力，并使军队转向运用技术去弥

补兵源的减少。中国面对几十年来最急剧的人口下降，

他们有超过	1.76	亿	65	岁或	65	岁以上的人口，约占其人

口的	12.6%。但中国扩大了其在南海的势力范围，对邻

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实施军事化，并修建了跑道和武

器设施进行防卫。未来面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

和养老基金破产的国家采取这种行动，似乎有违常理。

田纳西州孟菲斯罗兹学院斯坦利·J·巴克曼	

	（Stanley	J.	Buckman）国际研究教授、华盛顿特区威尔

逊中心（Wilson	Center）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全球研

究员詹妮弗·西乌巴（Jennifer	Sciubba）表示：“我

们看到的是，如果感知到的威胁足够大，即便老龄化的

国家也愿意尽一切努力投资于国防。”

西乌巴向《论坛》表示，虽然代价高昂，但印太地

区的老龄化模式并没有抑制国防支出的意愿。事实上，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该地区的领导人似乎更有可能投资

于保护其资源和领土。“印太地区局势紧张，大国相互

竞争，尽管这些大国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就中位年

龄而言，日本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国家，”她说道。

繁荣的尽头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9	年	10	月的一份报

告，2019	年全球	65	岁以上人口达到	7.03	亿。在这一

年龄组中，东亚和东南亚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

家，达	2.61	亿人，接下来是欧洲和北美。

联合国报告指出，亚洲这些地区（包括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中国）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5.73	亿。这

一增长将伴随着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人口下降，为

迅速加剧一系列挑战奠定基础。

• 劳动力萎缩：劳动力萎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研究人员预

测，到	2029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超过	14	亿的顶

峰，然后出现“不可阻挡的”下降——到	2050	年

可能减少至	13.6	亿人，劳动力人口将减少多达	2

亿。“从理论角度来看，长期性人口下降，特别是

伴随着人口持续老龄化，必然会造成非常不利的社

会和经济后果，”中国科学院在	2019	年的一份报告

中表示。随着中国人口开始缩减，印度预计将超过

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 养老金消失：养老金消失：同一智库	2019	年	4	月的一份报告指

出，中国的国家养老金基金将于	2035	年耗尽。养老

金已经给政府预算带来压力。2016	年，中国养老金

支出达到	6400	亿元（900	亿美元）	，比五年前增

加	140%。据《国家利益》杂志	2019	年	9	月的一篇

报道，分析师认为，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可能高达每

年	60	万亿元，占政府总支出的	20%以上。尽管中国

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投入有限，但这种预算紧张

仍会发生。据估计，9	亿中国公民（几乎占人口的

三分之二）没有什么社会安全网。	

• 动荡迹象：动荡迹象：根据美国之音	2019	年	4	月的一篇报道，

中国养老金体系的财政不稳定正在加剧公众的担

忧。一位年轻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抱怨在微博网站上

生

北京郊外老年社区的居民在上舞蹈课。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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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长时间地工作无法保证自己会拿到退休金。	

	“鼓励我们	996（每周六天上午9时至晚上9时）工作

的意义是，我们可以在退休前工作至死，让国家资金

不足的养老金系统少一个负担，是吧？	”他写道。

退伍军人也在大声疾呼。中国军队已启动精简人员和

提升技术的计划。过去几年间，许多复员士兵走上街

头抗议缺少工作、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问题。中国共

产党重拳打击异议。据美联社报道，2019	年	4	月，

中国法院判处	47	人刑期最长为六年的监禁，原因是

他们参与了	2018	年数百名复员士兵的抗议活动。

野心遭遇现实 
从远处看，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和军事开支运动体现了

一个崛起中大国的陷阱。中国重申其对国内外围地区的

主导地位，并加大了对邻国的军事压力。比如，中国与

印度发生边境冲突，在南海实施岛礁军事化，在香港镇

压言论自由，并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向该岛施压。同

时，中国正在投资数十亿美元发展新兴技术，并开始实

施规模达	1	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试

图通过铁路、机场、港口和公路项目将中国与世界其他

地区连接起来。

这种状况让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科学家提出疑问，当中

国人口和经济增长即将下降时，如何能够继续维持支出

激增。一位学者说，答案很简单：他们没办法这样做。

澳大利亚悉尼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兼职学者、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瓦多·巴博内

斯（Salvatore	Babones）表示：“中国未来实力的预测

最终都基于	14	亿庞大人口的快速人均经济增长。”巴

博内斯向《论坛》表示，“现在经济增长已停滞”，且

预计人口将减少，“必须重新评估这些预测”。“中国

不会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与俄罗斯之前一样，他们将成

为“另一个在增长道路上停滞不前的中等收入国家”，

他说道。

巴博内斯在	2020	年	7	月为《外交政策》杂志撰文描

绘了一幅即将来临的财务清算的生动画面。根据中国政

府的数据，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

也已从	2000	年代初的两位数放缓到	2019	年的	6.1%。

现实情况可能更糟：布鲁金斯研究所报告称，中国历来

每年的	GDP	增长率高估约	1.7	个百分点。

巴博内斯写道，2019	年该国的税收仅增长了	3.8%，

而	2018	年和	2017	年分别增长了	6.2%和	7.4%。但他

们	2019	年的支出增长了	8.1%。巴博内斯向《论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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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整个	2010	年代，中国的支出似乎完全不管将来

会出现什么问题，他们相信明天总会有足够的经济增长

来弥补今天的过度花费，只剩下一点点钱来润滑腐败的

车轮。”“现在，税收减少，预算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限

制。暗示项目延误、取消军舰项目，并要求国际合作伙

伴为中国赞助的基础设施支付更多开发费用。事实是，

中国不得不收买自己的朋友，而现在中国已经无力这么

做了，这些朋友正在抛弃中国。”

新冠疫情的影响 
根据印度英文报纸《金融快报》（The Financial Express）2020

年	8	月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新冠疫情让中国的一些标志性

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中巴经济走廊、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

特区和孟加拉国南部的帕伊拉发电厂）陷入困境。

全球事务分析师赛义德·阿里（Syed	Ali）写道，“即

便在新冠疫情对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并对中国工人实施旅

行禁令之前，中国的许多带路项目（特别是在非洲）也受

到了审查。非洲国家已经在呼吁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救助

和债务减免，以帮助他们应对疫情的破坏性影响。”

随着封锁的解除，基础设施项目必将复工。但进入收

缩状态并因人口变化而放缓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导致北京	

	“优先缓解病毒的财务影响，并解决与美国的贸易战，而

不是推出新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阿里写道，虽然带路

项目可能不会搁置，“但它们肯定会受到延误的困扰”。

独生子女政策后遗症 
尽管中国的出生率在实施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之前

已经开始下降，但政府的人口控制计划显然遏制了中国

的增长。该政策于	1979	年推出，直到	2015	年才正式终

止。为了强制执行，省政府要求使用避孕药具，并要求

实施堕胎和绝育。

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印太邻国正

在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人口统计学不支持中国谋求超级

大国地位时，他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华盛顿特区战略

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堪培拉战略

论坛（Strategic	Forum）首席执行官罗斯·巴贝奇	

	（Ross	Babbage）写道：“该政权的自信和无能为中国与

受人尊敬的国际社会脱钩所做的工作比西方盟友所做的

任何事情都要多。”他在《澳洲人报》2020	年	8	月的一

篇文章中还指出，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现自己很少有

国际朋友、没有值得信赖的盟友，并要面对一些充满警

惕、更加密切合作去挫败其野心的印太国家”。

对扩张主义中国保持警惕的必要性不会因为中国趋于

老龄化而消退。西乌巴指出，中国、德国、日本、俄罗

斯、韩国和美国的最佳劳动适龄人口（20至64岁者）已

达到峰值。“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主要的国

家，他们都在经历类似的人口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小

心，不要去假定他们仅仅是因为老龄化便突然放弃投射实

力或确保边界安全。我们不认为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越南便是很好的例子。根据《柳叶刀》医学杂志

2020	年	7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人口预

计将在	2044	年达到	1.072	亿的峰值，比联合国	2019	年

的预测早十年。但越南仍在继续加大国防费用方面的投

入，这部分由于中国侵占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在越

南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及实施南海岛屿军事化。

越南政府预测，其国防支出将从	2020	年的	55	亿美元

增加到	2024	年的	79	亿美元，从而可以购买战斗机和多

功能飞机、装甲车、船舶、海上巡逻飞机和监视设备。

随着该地区国防开支的增加，中国执政制度的未来仍

然是一个问题。巴贝奇写道，中共“可能会蒙混过关，

可能改革，也可能溃败”。但是，第四种可能性是，他

们会一直让印太盟友和伙伴保持警惕。“中共领导层也

可能会在国际上做出冒险举动，以分散公众注意力和加

强政权的安全。”o

2020 年 6 月，老年男子在北京街道上推着一位坐轮椅的女性。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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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存

在巨大的性别差距，渴望娶

妻生子、传宗接代的男性往

往会采取极端措施，这助长

了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专

家预测，中国许多男人可能终身不婚，而其他人则

可能竭力去找个妻子。

这种性别差距在从贩运妇女、女孩到薪酬不平

等和性犯罪等众多社会、刑事问题中起着一定的作

用。中国人口约	14	亿，男性比女性多	3400	万。专

家表示，中国政府支持的人口控制（如	1979	年至

2015	年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以及该

国对男性后代的文化偏好，助长了国内及邻国贩运

妇女、女孩的情况。	

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在	2019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了这个问题。该报告

重点关注从缅甸向中国贩运年轻女性的问题。缅甸与

中国接壤的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长期冲突已造成	10	万

人流离失所。贩运者利用这种混乱的环境，通过谎称

为易受伤害的妇女、女孩提供工作机会和带她们前往

中国，使这些人成为其猎物。

人权观察组织报告称：“然后，他们会以大约

3000	美元到	13000	美元的价格将她们卖给那些难以

给儿子娶到老婆的中国家庭。”“妇女和女孩被人买

下后，通常会被锁在房间里，遭到反复强奸，目的是

使她们迅速怀孕，给家里生孩子。”报告指出，有些

受害者在生娃后逃跑，但要被迫抛弃孩子。

人权观察社揭露了从柬埔寨、朝鲜和越南向中国

贩运的类似模式。联合国报告称，至	2026	年中国

15	至	29	岁年龄群体的男女比例将达到三比一。	

战乱地区，众矢之的

人权观察在题为《给我们生个孩子，就放你走》的

报告中描述了缅甸惨绝人寰的景象。缅甸政府军与

克钦独立组织之间的战争可追溯到	1948	年，这个

国家独立的时候。17	年的停火于	2011	年被打破，

敌对行动升级，造成	10	万克钦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流离失所。

印太地区

《论坛》员工 |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供图

中国的性别差距与贩运、虐待之间的关联

消失的 
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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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 Thi Dinh 手里拿
着一张她正值花季的
女儿与朋友的合照，
据信她们已被卖作童
养媳。她已在越南邻
近中国的崎岖边境
地区消失了好几个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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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使许多人难以生存，而缅甸决定阻止对克钦

独立组织控制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更是让这种状况

雪上加霜。虽然很难计算被贩运到中国的妇女和女孩

人数，但缅甸人权委员会（Myanmar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称，移民数据显示	2017	年有	226	名妇女

被贩运到中国。缅甸社会福利局表示，他们每年向	100

至	200	名从中国返回的女性贩运受害者提供援助。

人权观察社报告称，这些数字仅占实际总数的一小部

分，因为许多案件从未报告，被贩卖的妇女和女孩可能

永远不会被找到，而许多逃跑者会对自己的经历保密。

地区热点

缅甸并不是唯一一个妇女易受伤害的国家。柬埔寨、朝

鲜、巴基斯坦和越南也有关于妇女和女孩在中国消失的

报道。美联社	2019	年	12	月的报道显示，自	2018	年以

来有	629	名巴基斯坦女孩被卖给中国男子为妻。	

柬埔寨内政部于	2020	年	5	月报告称，2019	年有	111

名柬埔寨妇女在被卖为人妻后从中国返回柬埔寨。这些

妇女常常是被他人以虚假的借口引诱至当地。据人权观

察社称，他们被许诺高薪工作，但往往会被强迫结婚。

另一个脆弱地区是越南与中国之间绵长的山区边境。

据亚洲新闻台（CNA）2019	年	8	月报道，这种地形使

贩运者很容易从村庄绑架越南女孩，并将她们转移出

国。“人口贩运是大生意，人贩子每次交易能赚很多

钱，”总部设在河内的慈善机构——蓝龙儿童基金会	

	（Blue	Dragon	Children’s	Foundation）的创始人迈克

尔·布罗索夫斯基（Michael	Brosowski）向亚洲新闻台

表示。

据越南公安部称，2012	年至	2017	年期间，有	3000

多名越南人被贩运，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据亚洲

新闻台报道，人们认为未报告案例的数量要多得多。

越南北河的一名少年向亚洲新闻台表示，她被欺骗并

被卖给了中国的一个贩卖团伙。她说自己那时候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直至我到了某个地方，看到汉字。从

那时起，我意识到自己被贩卖了。那时我很害怕。”

但这种令人沮丧的模式（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对无妻

的污名化）并非注定要持续数十年。田纳西州孟菲斯罗德

斯学院（Rhodes	College）斯坦利·J·巴克曼国际研究教

授詹妮弗·希乌巴（Jennifer	Sciubba）博士向《论坛》表

示，中国人对家庭规模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因此可以现实

地预测，他们对婚姻的看法也可能发生改变。	

希乌巴表示：“我认为，一些研究人员已经指出，人

们假设当女性短缺时男子娶妻的社会压力会造成某种国

内不稳定——这种看法对文化的理解过于静态，但常态

会改变。”“在中国，婚姻的含义将会发生变化，这就

Lau Thi My 居住在越南与中国接壤的山区，她曾受到许诺给她
提供工作的人贩子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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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规模的常态会发生变化一样合理。我们看到这些

偏好在短短几十年间已急剧下降。”

消失的女孩

性别选择可使用给定时期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率来衡量。

联合国报告指出，出生时正常的生物学性别比率可从每

100	名女孩对应	102	至	106	名男孩不等。但在世界某些

地区，这个比例可以高达	130	男孩对	100	名女孩。	

对男性后代的文化偏好导致男女比例长期性大幅度改

变，在中国尤为明显。报告指出，在许多国家这些不平

衡导致“婚姻紧缩”，助长了人口贩运和童婚。

希乌巴表示，这种婚姻挤压是贬低妇女的更大社会

结构的表象。“这种情况下，妇女与男性相比显然被看

低。因此各个家庭怀了女孩会愿意堕胎，因为他们更想

要儿子，”她说道。

疫情让状况恶化

人口贩运并非仅仅因为中国和该地区的性别差距造成。

总体的不平衡，又遇上新冠疫情，这加剧了女性劳动力

危险的困境。

据彭博社报道，在许多妇女本已处于劣势的国家，新

冠疫情和居家命令对妇女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许多

被迫逃离城市回到农村家中的移徙工人都是妇女，她们

在弱势的服务工作岗位所占比例过高。据彭博社报道，

澳新银行集团经济学家桑杰·马瑟（Sanjay	Mathur）表

示，“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可能会对女性造成巨

大的影响。”“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几年的各项就业和

福祉指标都将感受到这种经济影响。”

问责和预防

人口贩运是针对妇女最令人发指的一种罪行。美国国务

院	20	年来坚持发表《人口贩运报告》（TIP），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全球评估，并追究各国的责任。时任美国国

务卿彭佩奥在介绍	2020	年《人口贩运》报告的信函中

指出，贩运者剥夺了近	2500	万人的“基本自由权，迫

使他们因剥削者的利益而被奴役、被牺牲”。

他表示，这份报告向各国政府提供了起诉贩运者、援

助创伤受害者和预防犯罪所需的数据。报告指出，中国

还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	

美国《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要求设立人口贩运办

公室，规定要提交年度报告，并根据各国在预防贩运方

面开展的工作将他们分为三级。在	2020	年的报告中，

缅甸、朝鲜、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国被列入最低的第三

级。这个排名让他们与阿富汗和叙利亚等饱受战争蹂躏

的国家处于同一行列。

最低等级的国家不得接受美国提供的与贸易无关的非

人道主义援助和外国援助，因为他们未达到消除人口贩

运的最低标准。

尽管中国官员已采取措施去起诉人口贩运者，但报告

批评中国未制止针对新疆地区	100	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

和其他穆斯林人士广泛的强迫劳动和大规模拘留模式。

印度属于第二级国家，这意味着该国政府不符合消

除贩运人口的最低标准，但正在取得进展。报告赞扬了

印度在比哈尔政府资助的庇护所对贩运者进行了高规格

的起诉。该案最终对	19	人定罪，其中包括三名政府官

员。被判无期徒刑的	12	人当中包括一位很有影响力的

前议员。

印太地区的成功案例方面，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

宾、新加坡、韩国、台湾和美国被列为一级地区，意味

着他们符合该法案关于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

与这些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美国官员继续致力于帮助印

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制止这种暴力。“随着弱势

群体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继续决心为每一位人口贩运受害

者争取自由，并决心追究每一个贩运者的责任，”美国无

任所大使约翰·柯顿·里士满（John	Cotton	Richmond）

在《2020	年人口贩运报告》中写道。	o

2019 年 5 月，戴上手铐并遮住自己脸部的中国国民抵达巴基斯坦
一家法院，他们被指控强迫巴基斯坦女孩在中国卖淫。



《论坛》插图

华侨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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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人们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日

益扩大的担忧不断加深。这种关

切部分涉及中国在其境外动员华

侨的能力。中国共产党（CCP）

试图将其专制统治扩展到海外华侨，这是他们争取

对其政策的支持和减少反对派影响的一种途径。其

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哪些人会被这个政党国家认为

是中国人，从而成为其影响力行动的合法目标。有

时中共会利用他们认为可靠的华侨去影响所在国政

治，使之符合中共利益。相反，那些反对派则会面

临受到威胁的风险——最坏的情况下，还可能会被

绑架。中国的域外活动会造成多种安全后果，包括

中国对他国内政的影响、华裔外国公民受到安全威

胁以及国际法的国籍原则受到破坏。

华侨背景多元，包括海外中国公民和华裔外国

公民。中共认为海外华侨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发起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至关重要。习近平的抱负是让中国走上全球

政治舞台的中心。	

中共努力动员海外华人支持其政策，并对反对者施

加压力和威胁，导致外国政府予以公开谴责。毋庸置

疑，并非所有华侨都认同北京将他们纳入由中共领导

的振兴计划。

中共影响和控制海外华侨的努力构成了域外活动，

某些情况下这些活动违反国际法。例子包括瑞典公民

桂民海在泰国被绑架，桂民海的同事英国公民吕波在

香港被绑架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流亡人士遭到威胁的

事件。为了解中国外交政策野心及其域外活动，研究

中共领袖关于海外华侨的基本观点非常重要。

近

北京的域外专制统治
奥斯卡·阿尔门（OSCAR ALMEN）博士/瑞典国防研究局

2016 年 6 月，香港书商林荣基（Lam Wing-kee）站在他的书
店前，他自称曾被中国当局拘留数月。他背后的海报上用中文写
着“释放”一词，并有其他被拘留出版商的姓名和照片，包括左
侧瑞典国民桂民海的照片。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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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关于中国国籍的观点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获得外国公民身份的

华人中国不再视其为中国公民。但中国领导人在谈

论中国人民时会提及民族和种族，并不断强调血统

和传统的重要性。根据这一观点，所有华裔外国公

民，无论其家人是几代前离开中国，都可能被纳入

中共关于中华民族的构想。2014	年，习近平在第

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上表示：“在世界

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

员。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

的中华民族血液。”

这种观点模糊了海外中国公民（华侨）和中国法律

规定的华裔外国公民（华人）之间的区别。中共希望海

外华人爱国，忠于中共认为的他们的祖国。

中共与其他专制政权一样，几乎不容许有任何反

对该党的空间。这意味着他们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压

制与官方定调背道而驰的观点。这种不宽容还延伸

到针对世界各地华侨的异议——他们当中很大一部

分人可能并不支持中共。北京认为，支持中国等于

支持中共，反之亦然。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的结合

虽然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的球影响力、全球华

侨人数以及中共对华海外宣传机构的组织程度使他

们的情况独一无二。

习近平统治下的侨务关系 

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走向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

华侨已被宣布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要部分。海

外华人华侨工作在统战部（UFWD）领导下，加大

了为中共事业动员华人华侨的力度，而不论其是哪

国国籍。	

有时中共会利用他们认为可靠的侨民去影响所在国

的政治，推动其朝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与中共有不同程度关系的华人行为者一直在积极影响

澳大利亚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马来西亚华侨占该

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中国大使曾多次因发表支持华

人社区的声明而被批评干涉马来西亚内政。2018	年大

选，中国大使公开支持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主席参选。

相反，中共视为竞争对手的华人华侨则面临受

到威胁的危险。瑞典公民桂民海案便是中国域外行

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一个例子。桂民海在香港拥有

一家公司，他们出版了批评中国政治领袖的书籍。

他于	2015	年在泰国被绑架，三个月后被迫在中国

国家电视台认罪。2020	年	2	月，中国一家法院判

处桂民海	10	年徒刑，罪名是向外国政府“非法提供

情报”。判决前，中国当局称他已恢复中国公民身

份。根据中国法律，他不再是瑞典公民。同样，

自	2016	年以来，中国已成功要求引渡在肯尼亚、

柬埔寨和西班牙等国涉嫌欺诈的台湾公民。这些引

渡打破了允许在海外犯罪的台湾人被引渡到台湾的

惯例。这种做法引起了台湾政府的强烈谴责，他们

将其视为法外绑架。

安全后果 

针对华人华侨的域外活动可能造成多种安全后果。

第一，中共可通过影响华人华侨去影响他国的内政

和决策者。一些海外华人本身就是决策者，而另一

些人则可对重要决策者产生影响。如果共产党的利

益与东道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这些决策者可能会

损害本国的国家安全。

其次，由于中共专门针对华人华侨开展影响力行

动，各国无法保证华裔公民不遭受中共的监视和威

胁等胁迫行为。这些人无法相信他们的公民身份将

2019年7月，澳大利亚堪培拉，该国第一位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国
会当选议员廖婵娥在众议院讲话。她因与中国海外影响力网络的关
系而受到批评。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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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予其与同一国家其他公民同样的保护。中共

已表明，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惩罚远离其领土的

华裔外国公民。

第三，华裔可能在社会上成为反华情绪的受害

者。中共对海外华人施加影响的政策可能会加剧东

道国对他们的怀疑，无论他们是否支持中共。反华

情绪和种族主义对华人华侨构成安全威胁，并会产

生消极的社会后果。近代史（特别是在东南亚）表

明，这可能会演变成致命的暴力。

第四，中国政府违反国际法的域外行为使人怀疑

他们对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承诺。如果允许族裔

和血统优先于基于合法公民身份的国籍身份原则，

中国的域外活动就可能会破坏国际法。

第五，中国警方于	2015	年	12	月在香港绑架英国

公民、书商吕波以及从第三国引渡台湾公民的事件

表明北京不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司法独立。这些活动

表明该党力求加强对这些领土的控制。

反制措施 

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拒绝接受关于中共代表全

体中国人民的叙事。相反，各国应明确指出，中共

利用华人华侨并向他们施压的行动将令人更加不信

任北京。

认真研究和描述中共与华人华侨的关系，包括研

究中国统战部在国外的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进

行这种描述时，应特别注意避免加剧对大多数并不

为中共工作的华人华侨的怀疑。	

受中国域外活动影响的国家——比如瑞典，最好

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并协调行动。为了应对中国的

域外活动，欧盟应在成员国之间协调他们的政策。o

本文是以原作者近期由 

瑞典国防研究局（FOI）发表的研究报告为基础，该报告可在此处查阅：

https://www.foi.se/rapportsammanfattning?reportNo=FOI-R--4933--SE.

2019年6月，台湾台北，一名示威者抗议香港引渡法案。美联社

国际社会必须拒绝接受中

共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叙

事，这一点很重要。相

反，各国应明确指出，中

共利用华人华侨并向他们

施压的行动将令人更加不

信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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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论坛》插图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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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仍在

持续，该地区的能源需求正在以比

全球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更快的速度

飙升。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

测，到	2040	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	60%以上。因

此，能源安全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的主要挑战。

为满足本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印太各国正在改变

他们的能源体系。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UNESCAP）报告称，各国力求实现能源安

全，保护经济免受价格波动和市场不稳定的影响，

并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此外，2017	年的这份报

告指出，印太各国正在努力为	4.2	亿多缺乏能源的人

口和另外	21	亿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源进行烹饪和取暖

的人口提供能源。

亚太经社会的报告指出，转向低碳能源资源和使

能源组合多样化将能够加强能源安全，减少环境影响	

	（特别是空气污染），并确保所有人均能获得负担得

起、可靠、可持续和现代的能源。该报告指出，“要

应对这些与能源有关的多重挑战，就必须转变能源的

产生、输送和消费方式。”“虽然许多国家的能源部

门正在缓慢转型，但变革的步伐需要加快。”

鉴于印太地区在世界舞台上强势崛起的时机，该

地区已准备好在转向使用可再生资源方面成为全球

的典范。这一解决方案得到了广泛支持，以结束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并确保所有居民获得充足的能源

资源。REN21发布的2019年《亚洲及太平洋可再生

能源状况报告》（Asia	and	the	Pacific	Renewable	

Energy	Status	Report）指出，“电力、供暖和制冷

以及运输部门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为该地区带来多

层面的可再生能源机会。REN21是一个致力于利用

可再生能源实现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政策网

络，它由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资助。

上述观点的倡导者认为，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可使

能源供应多样化、加强能源供应、减少空气污染和

减少贫困，并有其他优势。该报告指出，“可再生

能源可在实现人们能普遍获得现代能源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例如，“小型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

技术以及使用生物质或沼气的内燃设备能为偏远地

区提供可靠电力来源。”专家估计，在更广泛的印

太地区，仍有	7.5	亿多人缺少电力。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正久在	2020	年	7	月举行

的国际能源机构清洁能源转型峰会上表示：“现在

增加对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智能电网的投资可

以创造更多高质量的长期就业机会，并能减少空气

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各经济体将更能抵御未

来的冲击——因为能存储的可再生能源不依赖燃料

供应，而智能电网系统可在事件发生后迅速恢复运

可再生能源 
让印太地区 
有机会成为 

能源安全领导者

《论坛》员工

印

图瓦卢富纳富提一块朝向天空的太阳能电池板。该国力争到
2025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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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再生能源也有助于加强保健设施，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例如，太阳能冷链对于疫苗的供给至关

重要，”浅川表示。

趋势和目标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20	年	3	月的一

份报告，2019	年印太地区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	

长的	54%以上，该地区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速度已

超越欧洲和美国。专家们解释道，该地区已在包括

太阳能光伏发电（PV）、风能、水能、生物能和地

热在内的一系列技术上积累了相当大的可再生能源

能力。IRENA	报告指出，例如	2019	年中国、印度、

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新增太阳能发电量最高，而中

国和美国则在新增风力发电方面保持领先。报告指

出，同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的

可再生能源增长率最高，达到	18.4%，但该次区域

在全球产能中所占份额较小。	

REN21	报告指出，2018	年印太地区的可再生能

源行业新增投资占全球总额的52%以上。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在

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领先亚太地区，占全球投资总

额的近三分之一。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也在当年

排名前	10	位。许多投资领导者还拥有本地区规模最

大、最具创新性的一些项目。

例如，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于	2020	年	5	月

宣布设立一个	1.91	亿美元的基金用于快速启动氢

气项目，以实现该国到2030年建成大规模氢气工

业的目标。澳大利亚能源和减排部长安格斯·泰勒

（Angus	Taylor）表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

够以每公斤2澳元（1.47美元）的价格生产氢气，

氢气便能够在我国的能源组合中发挥作用，可降低

能源价格，并让灯光一直亮着。”据路透社报道，

截至2018年氢气生产的平均成本为每公斤6澳元

（4.42美元）。无限蓝色能源公司（Infinite	Blue	

Energy）正在位于澳大利亚珀斯的公司总部以北

320公里处开发一个价值2.2亿美元的大型工厂。这

个工厂由风能和太阳能提供动力，每天生产25吨绿

色氢气，并计划在2022年底实现首次量产。	

印度于2019年底公布了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列

城县和卡尔吉尔县建造一个价值60亿美元的太阳能

项目的计划。这些喜马拉雅地区在太阳能方面拥有

巨大的潜力。印度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国务

部长辛格（R	K	Singh）在宣布该项目时表示，该部

门计划“列城和卡尔吉尔的太阳能项目累计容量为

约	14	吉瓦，蓄电池容量为	42	吉瓦”。同时，根据

2020	年	7	月的一份行业报告，总部位于艾哈迈达巴

德的印度	Adani	Group	计划到	2025	年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太阳能公司，到	2030	年成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公司。印度在建设该国第一个	100%可再生能源城市

的道路上进展良好。迪乌（Diu）位于古吉拉特邦迪

乌岛东端，他们作为莫迪总理智慧城市倡议的参与

城市，于	2016年成为印度第一个白天完全依靠可再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2020	年	3	月的一份报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2020	年	3	月的一份报

告，2019	年印太地区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长告，2019	年印太地区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长

的	54%	以上，该地区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速度的	54%	以上，该地区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速度已已

超越欧洲和美国。超越欧洲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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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部分亚洲和印太国家可再生能源在最终总能耗中所占比例 

2000 年和 2008-2018 年部分亚洲 和印太国家可再生发电能力（按技术分）

注：这些数字是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数据和相关定义计算；此处，可再生能源包括传统生物质能。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平衡》（World Energy Balances），2018 年，https://www.iea.org/statistics，斐济和汤加基于联合国统计司，

《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能源平衡》（Tracking SDG Energy Balances），2018 年，https://unstats.un.org/unsd/energy/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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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运行的城市。REN21报告指出，该市面积	

42	平方公里，居民超过5.2万人。他们建造了一个	9

吉瓦的太阳能公园，并在政府建筑物屋顶安装太阳

能电池板，还帮助居民安装屋顶太阳能光伏装置。

日本政府也将太阳能投资列为优先事项。该国于

2017	年推出立法，计划到	2030	年实现能源组合的

24%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产量比目前增加一倍多。

据	Power	Technology	网站报道，全球	100	家最大的浮

动太阳能发电厂近四分之三是由日本运营。日本最大的

浮动太阳能发电厂位于镰仓大坝（Yamakura	Dam），

占地	18	公顷，每年为大约	5000	户人家供电。

许多其他印太国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

源目标，有些国家已在这条道路上进展顺利。例

如，2019	年新西兰制定了到	2035	年实现	100%利用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该国还渴望建造一座价值数

十亿美元的抽水蓄能电站，现有水电和地热资源已

经接近目标的一半。新西兰能源与资源部长梅根·

伍兹（Megan	Woods）博士在宣布这一目标时表

示：“我们可以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同时也要务

实。”“我们将进行五次年度评估，以确保能源困境

在可负担、可持续和安全方面均得到妥善应对。”

成功案例
REN21	报告指出，东南亚和南亚在向可再生能源过渡

方面取得了许多本地区最大的一些成就，他们的可再

生能源渗透率最高，分别为	45.7%和	42%。该报告发

现，该地区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总额中所占份

额最高的国家包括缅甸（68%）、斯里兰卡（51.3%）

、菲律宾（47.5%）、印尼（47%）——这些成绩的实

现得益于水电和生物能源。

印尼正考虑建设一个依靠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智

能及清洁的”首都。2019	年	8	月，印尼政府披露了

一项将首都从雅加达迁到婆罗洲岛东加里曼丹的计

划，以应对雅加达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过多的问题。但

此后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放缓，这项	330	亿美元

的计划被推迟。为这座新城市建造可再生能源基础设



33IPD FORUMFORUM

根
据 REN21 报告，印太地区推广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主要组

织和举措包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济合

作能源工作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能源中心、中亚区

域经济合作方案、东盟能源中心以及太平洋可再生能

源和能源效率中心。

南亚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能源中心

南盟成立于 2006 年，其能源合作方案旨在将能源挑战

转化为发展机会。该平台让官员、专家、学术界、环保

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发掘水电、其他可再生能源和替

代能源等领域的潜力。该能源中心旨在促进技术转让、

能源贸易、节能和效率提升，使利益攸关方能够应对南

盟成员国面临的能源挑战。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2000 年，美援署启动了南亚区域能源一体化倡议方

案，该方案覆盖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

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前三个阶段侧重

于跨境能源贸易、能源市场形成和清洁能源开发，而最

近的阶段主要侧重于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东南亚

东盟（ASEAN）

东盟能源中心成立于 1999 年，这是一个旨在加快东

盟成员国内部能源战略整合的政府间组织。该中心

提供信息和专业知识，以确保能源政策和项目符合

该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16-

2025 年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包含在向清洁和可

施将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机会。与此同时，菲

律宾能源部计划在该国许多岛屿上采用智能电网技

术。这些电网将使用数字技术来监测和管理电力从

发电到服务地区各种需求负载的输送，并能提高电

网的可靠性。REN21	报告指出，该国最大的供电

商	Meralco	拥有	500	多万客户，他们也计划整合先

进的智能电网平台，将预付费智能电表作为首批服

务之一，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管理电力消耗。

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国也是印太地区可再生能源

技术开发和实施的新兴领导者。孟加拉国建立了	

	“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IDCOL）国内太阳能

发电项目，为该国超过	12％的人口提供电力。孟

加拉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于	1997	年设立了基础设施

发展有限公司，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资金。该项目通过	7	亿美元的投资安装了	420	万

套家用太阳能系统，到	2019	年年中惠及	1800	万

人口。此外，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还安装

了	1000	个太阳能灌溉泵、13	个迷你电网、100	万

个炉灶和	4.6	万个沼气厂，为	20	多万人提供清洁

的烹饪解决方案。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未来五年

计划将已安装太阳能和烹饪系统的数量翻一番，目

标是到	2030	年更换该国的所有传统炉灶。

未来的挑战
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做法的采用方面仍存在诸多挑

战。REN21	报告指出：“尽管亚太区域是全球可

再生能源的领先者，但在满足该地区快速增长的

能源需求方面，可再生能源的运用仍落后于传统

能源。”该地区拥有世界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国当中六个：中国、印度、印尼、日本、韩国和

美国。此外，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大部分发生在城

市，世界上	100	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	93	个在

亚太地区，其中	56	个在中国，17	个在印度。

报告指出，“缓解气候变化的目标与减排行动

的步伐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在亚太地区，传统矿物燃料消耗的增长速度继

续快于可再生能源运用的速度。专家估计，总体

而言，现代可再生能源占该地区能源消耗总额的

比例不到	10%。

澳大利亚堪培拉附近一处风电厂的风电机在转动。路透社

印太地区
能源合作领导者能源合作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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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印太国家未实现能源自给自

足。REN21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

印尼和第九大出口国蒙古属于比较突出的例外

情况。日本和韩国等许多印太国家的能源超

过	50%依赖进口。	

此外，报告指出，一些面积最大和可再生能

源潜力最大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在其最终总能耗

（TFEC）中所占份额仍相对较低。报告指出，

印度和中国总共占世界初级能源消耗的	28%，

但	2016	年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在其最终总能耗中

所占份额不到	40%，而中国的份额低于	20%。	

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采用的其他障碍包

括资金筹措、向更完善的政府可再生能源支持

过渡以及在应对快速增长的需求、气候变化

制约因素和日趋城市化方面的不断变化的行

业动态。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	2040	年为

满足亚太地区的能源需求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

资。美国能源局助理秘书弗朗西斯·	R	·范

农（Francis	R.	Fannon）在	2020	年	6	月Asia	

EDGE（EDGE意为“以能源促进发展和增长”

）研讨会上表示：“各国如何满足这种不断增

长的需求将大大影响整个地区的能源安全和经

济稳定。”“这会产生全球性影响。”

Asia	EDGE	于	2018	年成立，初始投

负能源体系过渡方面开展合作的倡议。例如，东

盟智能城市网络旨在协同实现智能和可持续城市

开发方面的工作。由 26个试点城市组成的网络分

享最佳做法，促进与私营部门合作开展项目以及

从亚洲开发银行等外部合作伙伴获得资金。

大湄公河次区域

构成这个次区域的国家——缅甸、柬埔寨、老挝、

中国、泰国和越南主要依靠湄公河沿岸现有水电潜

力的电力贸易开展合作。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其

他支持方正在努力通过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和将

运输走廊转变为跨国经济走廊来增加互联互通，通

过有效地方便人员和货物的跨界流动以及市场、生

产流程和价值链的一体化来提高竞争力，通过解决

共同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项目和方案来加强社区

意识。

太平洋岛国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该秘书处是太平洋跨部门区域发展合作的主要

平台，也是太平洋区域组织理事会（Council of 

Regional Organisations of the Pacific）的创始成

员。其地质资源和能源方案力求利用太平洋的能源

资源，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该

方案致力于减少现有能源网络和使用的碳影响，并

侧重于治理、技术评估和能力发展。该秘书处与

汤加政府一道设立太平洋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

中心（Pacific Centre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太平洋电力协会

这个政府间机构旨在促进太平洋岛国电力公司在技

术培训、信息交流、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专门知识

共享及其他活动方面的合作。

南太平洋大学

该大学由 12 个成员国拥有，负责为太平洋地区提供

高等教育和开展可持续性研究，并开展支持可再生

能源扩展的活动。

来源：《亚太可再生能源状况报告》，REN21，2019 年 

		““加强地区合作有助于改善加强地区合作有助于改善

亚洲能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亚洲能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

获得能源的机会，并可在自获得能源的机会，并可在自

然资产保护、农业生产和粮然资产保护、农业生产和粮

食安全方面造福该地区。食安全方面造福该地区。””
 −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研究人员 

2020 年 4 月关于南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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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津一家煤炭加工厂冒出烟雾和蒸汽。中国每年燃烧的煤炭
约占全球的一半。世界上已规划、在建或运营中的大多数燃煤发
电厂位于亚洲。美联社

泰国佛丕府，一位工人在太阳能发电厂检查电池板。路透社

资	1.4	亿美元，旨在支持印太地区的能源安全、多

样化、准入和贸易。范农表示，印度根据该项目

于	2019	年

10	月与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U.S.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合作制定了“灵

活资源倡议”，以加强印度筹集私人资本的能力、

为其安全需求融资以及增加美国公司在该国电力系

统的机会。

重点合作
REN21	报告指出，地区合作对于改善清洁能源做法

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比如，跨境电力交易在东南

亚湄公河地区已被证明特别有帮助。日本与美国国

务院及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	Asia	EDGE	的投资建立

了针对地区电网的日美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	

	（Japan	-	U.S.-Mekong	Power	Partnership），支持

美国公司建设跨境输电线路。

亚行研究所研究人员	2020	年	4	月关于南亚的一

份报告指出：“加强地区合作有助于改善亚洲能源

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获得能源的机会，并可在自然资

产保护、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方面造福该地区。”

此外，“在资源共享、生产和贸易的不同层面加强

地区合作和一体化可以使各国融入一个相互依存的

网络，以确保可再生和非可再生能源资源得到最大

限度的利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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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各国通过 
伙伴关系和技术加强粮食安全粮食安全		
《论坛》员工

岛国新加坡独立	55	年来已从殖民地前哨发展成为

繁荣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强国——这里许多高耸入

云的摩天大楼便是证明。

这个城邦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

十，这里有东南亚最大的港口，他们出口从电子

产品到医药和医疗器械等在内的商品。该国受过

教育的工作人口自	1965	年以来增加了两倍，达

到	570	万，享受高生活水准。

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间，该国土地本身的性质基

本保持不变——720	平方公里大多贫瘠且不适合

种植作物的土地。

2019	年，新加坡政府开发机构新加坡企业发展

局（Enterprise	Singapore）的执行董事	Kee	Ai	Nah

写道：“由于我们可耕地面积有限，新加坡从来不

是一个农业国家。”“如今，我们消费的蔬菜只有

8%来自本地农场，这使我们高度依赖食品进口。”

即便是对这样一个创造了经济奇迹、足智多谋

的国家来说，确保能为本国人民提供食物仍然是

一项艰巨的工作。这不仅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事

关国家安全。		

种植粮食
保障稳定保障稳定

出于对新冠疫情
的担忧，越南于
2020 年 3 月暂停
了大米出口。越南
是世界第三大大米
出口国，其市场包
括中国、马来西亚
和菲律宾。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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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整个印太地区面临的现实状况，并且因为疫情

的肆虐而变得更加糟糕。疫情使农作物枯竭，让供应链

在封锁期间停滞，同时迫使人们失业和陷入贫穷，并且

可能陷入饥饿。

例如，2020	年	3	月，由于对新冠疫情的担

忧，越南暂停了大米出口。越南报纸《VnExpress	

International》报道，	2019	年，作为全球仅次于印度

和泰国的大米出口国，越南向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等市场出口了	637	万吨这种主食，

价值	28	亿美元。

面对粮食安全困境，新加坡等许

多国家试图从地区合作伙伴关系和技

术蓬勃发展的希望当中找到答案。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粮食安全项目总监金伯

利·弗洛奥斯（Kimberly	Flowers）在为这个华盛顿特

区智库撰写的论文中写道：“富国和穷国共同面临的最

大全球发展挑战之一是提高农业生产，以满足不断变化

的消费者偏好和人口增长的需求，同时减少水和土地的

使用，并管理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影响。”

动荡的种子

根据联合国	2020	年	7	月的一份报告，2019	年全球近	6.9	亿

人（约占全球人口的	9%）忍受饥饿，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亚

洲。到	2021	年，新冠疫情可能会使这一数字超过	8.2	亿，

进一步使人们对能否在	2030	年前实现联合国“消除饥饿、

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产生怀疑。

这座垂直农场位于日
本京都的一个工业
区，利用人工光线和
有限的人类干预，
每天可出产 3 万棵生
菜。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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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告警告称，如果过去几年的趋势持续下去，

我们将离零饥饿的目标越来越远，而非更靠近这个目

标。这非常令人担忧，”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FPRI）所长约翰·斯温纳（Johan	Swinnen）在

该机构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更令人担忧的

是……新冠疫情正在使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状况更加

糟糕。”

长期以来，粮食不安全一直被视为是内乱和冲突的有

力催化剂，并且可能是	21	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甚至

在这种致命性病毒出现之前，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大规模

移徙已经使这一问题加剧。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DNI）在其	2015	年情报社

区评估——《全球粮食安全》（Global	Food	Security）

中预测，生产和运输中断以及购买力疲软等因素

至	2020	年代中期可能会使粮食不安全的风险加大。

	“某些国家，粮食安全程度下降几乎肯定会导致社会

动乱和政治不稳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指出。

由于饥饿者要寻找生计，粮食匮乏可能会导致大规

模迁移，包括国内迁移和跨国迁移。饥饿会在民众当中

散播对立和不满，可能会成为极端主义和暴力的根源。

而这种恶性循环的动乱会阻碍贸易并令民政当局不堪重

负，从而进一步破坏粮食安全。

在《稳定：国际安全与发展期刊》（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上发表

的一篇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就在	2010	年末和

2011	年初国际食品价格飙升之后，2011	年全球武装冲

突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均大幅增加。

弗洛奥斯在她	2016	年的论文中指出，“粮食价格上

涨和波动导致了城市骚乱、政府被颠覆和地区动荡。”

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称，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和性别差距（特别是

在印太地区）正在使风险加剧。

该委员会在《2030	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报告中指

出，“很多水和耕地等自然资源不足的国家年轻人数量不

成比例，这会加大爆发内部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以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南亚、东亚国家。”

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2019	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印

太地区消除饥饿需要在农村基础设施、灌溉和农业研发

等领域开展合作项目并做出大量投入。受亚洲开发银行

委托撰写的这份报告发现，如果该地区要达到联合国关

于饥饿人口不超过	5%的标准，那么在未来十年内，年度

农业投资就必须翻一番，达到近	790	亿美元。

失败的代价也将是巨大的。

印尼是世界人口第四多的群岛国家，其	

2.67	亿人口中将近三分之一受雇于农业部门，而农业对

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至关重要。虽然印尼通过高产稻米

品种和肥料等措施在提高产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

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称，印尼人口增长的规模之大仍

然使资源显得紧张。	

	“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之一，”研究人员

在该研究所	2019	年报告的补充分析中指出。这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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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从促进青年和创业农民的参与到通过使用

卫星、传感器和数字技术更多地推广“精细农业”

的各种措施。

这个千年之初，东盟十个成员国与日本、中国和

韩国一道建立了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AFSIS），

加强粮食安全的地区行动步伐加快。

该倡议旨在改进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传播，以建

立提供预警和商品预测的信息网络，使各成员国能

更好地管理粮食安全威胁和更好地实施应急储备。

AFSIS	数据库侧重于该地区的五大作物——木薯、

玉米、大米、大豆和甘蔗，监测生产、批发价格、劳

动力参与情况、产量、作物日历和土地使用等变量。

印太地区消除饥饿的斗争因美国的资源和专门知识

而得到加强。自从冷战时代初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

界上最大的粮食援助提供方。美国通过美援署粮食换

和平办公室为	150	多个国家的	40	多亿人提供了服务。

美援署网站称，2019	财政年度该机构提供了超过

44	亿美元的发展和紧急粮食援助，包括食品捐赠、优

惠券、现金和当地购买的商品。该机构的饥荒预警系

统网络可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最多提前八个月预测粮

食援助需求，从而使得人道主义援助响应速度加快。

美国、东盟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的这些努力正在拯

救生命和播撒和平。

丹佛大学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研究人员库伦·亨德

里克斯（Cullen	Hendrix）和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

室的亨克-扬·布林克曼（Henk-Jan	Brinkman	）在	

	《稳定：国际安全与发展期刊》上发表的	2013	年研究

报告中写道：“如果粮食不安全是冲突的威胁倍增因

素，改善粮食安全则可以缓解紧张局势并促使环境变

得更加稳定。”

重构种植

在印太地区的田野中，从种植到收获，科技进步使

农民和种植者重新想象他们的职业，同时还支持了

地方和区域粮食安全。	

• 在孟加拉国西北部，美援署的“保障未来粮食

供给”（Feed	the	Future）倡议与康奈尔大学

等伙伴合作引进一种抗虫害茄子，大幅减少

作物受到的侵扰和有毒杀虫剂的使用。2018

年，种植茄子的农民发现产量大幅增加	42%，

每公顷利润增加	400	美元。

• 在印度易受干旱影响的卡拉汉迪县，国际半

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

的科学家与印度电网有限公司（Power	Grid	

Corp.	of	India	Ltd.）合作采用雨水管理系统，

截至	2020	年中已在	7	个村庄建造	32	个农场水

池。该研究所报告称，土壤健康测绘揭示了土

壤的退化和缺陷，而研究小组用养分和改良作

物品种加以应对，从而提高了产量。

• 该作物研究所还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科学家合

作开展基因组测序项目，以提高鹰嘴豆的抗旱

能力。鹰嘴豆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纤维和铁等

营养素的食物。

•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粮食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

正在与政府机构合作开发一个数字化数据库，

以分析粮食生产、定价和消费情况，这将使社

区能够更好地应对粮食供应的波动。	

• 总部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正在与美洲和欧洲的科

学家联合开发抗病水稻品种。这种伙伴关系还促

成了能快速检测病原体（比如可能会极具破坏性

的缩叶细菌病）的诊断工具包的成功研发。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机构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分析草莓及其他作物
的生产、定价和消费，帮助社区应对粮食供应的波动。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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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政策研究所在其	2019	年的报告中指出，此类研

发投资可提高农业产量和加强生产。这反过来又会降低

粮食价格，提高家庭收入，增加粮食供应”，“从而能

减少营养不良儿童和饥饿人口的数量”。

向天空要答案

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他们在人口稠密的岛屿上享受

的高水平生活也包括，他们住得很高。这个城邦国家

按土地面积排名全球第	191	位，他们建造了许多高层

小区，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极少的房地产资源。如今，

该国约	80%的人口居住在这些业主自住单元里。

近年来，新加坡开始采取与解决住房问题相同的耕

作方法：垂直向上发展。

Sky	Greens	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低碳、水力驱动的垂直

农场。他们于	2012	年开始商业运营，其目标是“确保缺

少土地的地区粮食供应的复原力”，比如新加坡。这个屡

获殊荣的公私合作项目在最高达	9	米的铝质	A	型架上种植

白菜、生菜、菠菜及其他蔬菜。每个框架都有数十个旋转

层，使植物全年能够在室内获得足够的光线、水和养分。

Sky	Greens	网站称，流水与重力相结合产生旋转，

将每个框架的电力需求降至相当于一个灯泡的能耗水

平。为这个液压系统提供动力的水被回收用来灌溉。

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称，该岛已新建起	30	多个室内

垂直农场，仅用几年时间便增加了五倍。随着人工智

能、智能传感器和其他数字技术的进步，再加上农业

科技初创公司和跨国企业的投资，预计到	2023	年，该

国的室内农业产业每年将增长近	20%。

正如新加坡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所做的那样，新加坡

力求成为下一个伟大的城市农业枢纽。2020	年	9	月，

新加坡食品局（Singapore	Food	Agency）宣布为九个

高科技城市农场提供近	4000	万美元的拨款——这是

该国“30x30”目标的一部分，即到	2030	年用当地生

产的粮食满足该国	30%的营养需求。

新加坡食品局局长林国泰（Lim	Kok	Thai）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我们迫切需要加快当地生产，以减少

对进口的依赖，并在新冠疫情期间提供缓冲。”	

	“我们将继续与农产食品行业合作，支持他们加大、	

加快种植，提升我们的粮食安全。”o

新加坡的“30x30”目标要求到
2030 年让这个城邦国家的 570 万
人口能够用当地生产的粮食满足
其 30%的营养需求。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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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疫情已经重新定义

我们的时代。它挑战

了我们关于公共卫生

问题的思考和行为方

式。它重设了经济和

贫穷断层线，并颠覆

了人们在国内和境外出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它

跨越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鸿沟，影响到全人类。	

RedR	Australia	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应对机构，

我们提供专业人员和培训，在危机和冲突前中后期

开展规划、准备、重建和恢复工作。我们非常荣幸

地为全球各伙伴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支持。我们的利

基产品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最弱

势群体带来尊严、同情心和慷慨的精神。他们体现

了为共同利益服务的精神。我们认为能受到邀请与

当地社区开展合作是一种荣幸。	

与世界上大多数行业一样，随着疫情的爆发，

我们向面临危机的社区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的

能力便立即受到限制。尽管我们有掌握灾害风险

管理和恢复、医疗和保护等所需技能的人员，但

随着全球运输路线的关停，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无

法行动。	

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无法保障医疗后送或紧急解

救，这让我们无法转移人员和资产的困境加剧。世

界停顿了下来，我们意识到需要改变方法。否则，

等局面更加恶化的时候，我们将只能袖手旁观。	

RedR	Australia	曾应对埃博拉、禽流感和非典等

疫情，我们在危机时刻派遣技术专家提供援助。我

们致力于携手合作，帮助遏制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

延。下文将概述	RedR	Australia	一路如何调整运作

方式和克服挑战。我们的工作重点针对南太平洋的

双重灾害以及叙利亚和罗兴亚难民危机。

创新和敏捷性

迅速变化的旅行禁令、关闭领空和对保险市场的

限制都要求从疫情早期阶段就以创新的方式解决

业务问题。RedR	Australia	聘请了一位专业经纪人

为购买额外的保险去保障业务铺平道路，并与澳

大利亚政府合作确定在澳洲旅行禁令下开展行动

的潜在途径。	

转战 

新冠病毒
RedR Australia 的早期学习和未来面临的挑战的早期学习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克尔斯滕·赛耶斯（KIRSTEN SAYERS）/REDR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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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班大幅减少是	RedR	Australia	面临的

最大后勤障碍之一。通过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共同事务（Common	Services）项目的登记，

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定期航班网络提供了准入的

机会。在任何情况下，明确分配个人和内部工

作组的任务，再加上定期向更广泛的组织提交

进度报告，确保了在受到严重干扰期间的敏捷

性。

太平洋： 

准备工作和本地化

虽然太平洋岛国基本上未受到其他国家那样新

冠肺炎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影响，但他们必

须在现有和新的人道主义危机范围内应对这场

健康危机。	

全球航班大幅 
减少是RedR 
AUSTRALIA
面临的最大后 
勤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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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初，五级强热带气旋“哈罗德”横

扫太平洋地区，影响到瓦努阿图	30%的人口。当

时，瓦努阿图未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并实行了严

格的边界管制。虽然这些措施或许可以保护该国

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也减少了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的途径。对于	RedR	Australia	和该部门的许多

其他机构来说，这种状况强调需要为支持当地主

导的解决方案做好强有力的行动准备。瓦努阿图

政府领导了对哈罗德气旋的应对，并获得了新实

施的准备和应对计划以及在	2015	年“帕姆”气旋

后新开发的具有旋风复原力的基础设施的支持。

我们通过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澳大利亚援助项

目（Australia	Assists	Program）与至少七个太平

洋国家的政府、社区以及地方和区域组织共同努

力，加强国家备灾和救灾能力。这项工作支持了

国家灾害管理计划和程序的制定，加强了许多南

太平洋州应对多重复杂紧急情况的能力。	

RedR	Australia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已向太平洋

地区派遣了	20	名员工。疫情期间，我们仍有	17

人在当地，并有	18	人远程工作。我们很早便决定

为员工提供支持，让他们尽可能留在当地并与太

平洋地区的伙伴合作。这包括寻找并聘请有才能

且经验丰富的太平洋岛国国民与我们一道开展工

作，以加强相应国家可用的专业知识。	

以下是一些本地实用解决方案的示例：

• 积极聘请当地专家，迅速取得了成果并产生影

澳大利亚援助项目的丹尼尔·诺列加（Daniel Noriega）和
当地人道主义应急小组成员在斐济南布卡莱武--伊拉检查热
带气旋哈罗德造成的损害。 REDR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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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灾难期间，他们对运营环境的理解及其

关系网络很重要。瓦努阿图一位这样的	RedR	

Australia	员工通过确保人道主义物资符合国际

和国内进口条例规定并得到适当分配，为人道主

义物资的流动提供了便利。

•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预测，由于新冠疫

情导致的封锁等限制措施，性暴力行为每年将增

加	20%。对一些太平洋国家而言，这样的预测

可能都是保守的。妇女和女童也处于不利地位，

因为保健系统将性健康和生殖健康（SRH）的资

源投入到应对紧急情况。诊所关门、社区服务推

迟或取消使妇女和婴儿面临的风险增加。RedR	

Australia	的监测和评价（M&E）专家与国际

计划生育联合会（IPPF）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合

作，帮助开展监测预防、控制感染的准备和应对

活动。这包括准备针对具体国家的监测和评价工

RedR Australia 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我们提供培训及

高技能人员，与社区合作在灾害和冲突的前中后期开

展规划、准备、重建和恢复工作。RedR Australia 拥有

超过 750 名技术专家，他们具备灾害风险管理、人道

主义应急、保护和稳定等 76 项技能。RedR Australia

由工程师杰夫·多贝尔（Jeff Dobel）于 1992 年创

立，他呼吁同行将自身的技能用于救灾。多贝尔的愿

景是在国际危机期间派遣工程师支持受灾社区，这种

愿景在我们四家创始机构的支持下实现：澳大利亚工

程师协会（Engineers Australia）、澳大拉西亚公共

工程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Works Engineering 

Australasia）、澳大利亚咨询协会（Consult 

Australia）和澳大利亚专家组织（Professionals 

Australia）。RedR Australia 依靠其创始机构、公司伙

伴和政府捐助者提供的公共捐款和支持维持运作。画面左侧的斐济卡达武分区卫生官员莉蒂安娜·玛娜（Litiana 
Mana）和澳大利亚援助项目的丹尼尔·诺列加（Daniel Noriega）
安排斐济生殖健康和家庭保健协会（Reproductive and Family 
Health Association）探访卡达武岛上的村庄。 REDR AUSTRALIA

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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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及支持各成员在新冠疫情导致卫

生系统不堪重负时提供挽救生命的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	

罗兴亚危机：协调和准入

估计有	100	万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住在

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世界最大的难民

营。那里每平方公里有多达	6	至	9	万人。

疫情期间要保持社交距离是不可能的。

过度拥挤、卫生设施有限和保健系统负担

过重，让针对新冠疫情的准备工作充满挑

战。2020	年	5	月	14	日出现第一例罗兴亚

难民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2020	年	5	月

30	日报告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尽管难

民营已准备好应对会加剧长期人道主义危

机的健康危机，但截至	2020	年	10	月，

难民报告病例总数仍然相对较少。然而，

检测率较低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RedR	Australia	自	2017	年已派出	52

名人道主义专家支持应对难民危机。协

调、多部门和多伙伴合作仍然是取得成

功的关键。RedR	Australia	工作人员迅

速投入到科克斯巴扎尔的新冠疫情防范

和应对工作。	

与太平洋地区仍有支持人道主义走

廊的民事管制相比，缅甸加强对货物流

动的军事监督正在严重影响基本的人道

主义准入和供应链。这可能加大了疫情

造成的风险和生命损失。文职和政治领

导层以及安全与法律与司法保护机构之

间的关系仍然是使人道主义救济维持运

作或使之瘫痪的关键所在。	

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	RedR	

Australia	专注于发挥我们可以发挥的

影响，包括：

• 我们的液压工程师在孟加拉国与联合

国难民局合作，将他在科克斯巴扎尔

的季风洪水建模工作转向改造营地设

施用于新冠病毒隔离和检疫。

• 我们的人口基金-缅甸防止性剥削和

R
edR Australia 聘请了一个监测和评估团队，帮助改善

我们对新冠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实时了

解。这就是我们截至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

• 决不能放任不管。我们很早便作出了战略决定：只要派出人员的

安全未受到威胁，并且如果他们选择留下来，我们便将全力确保

他们待在当地。我们只送返了那些自己选择回国、风险较高或其

所在机构要求召回的人员。 

• 投资发展我们的伙伴关系，并以团结的努力和精神作出应对。这

些伙伴关系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与其共同工作的社区和领导人之

间形成的信任连结在一起。共同面对这一全球人道主义挑战，这

是我们的承诺。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 

• 急救守则的第一条是确保自身安全。对我们而言，我们是在自己

所在社区同样在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性中挣扎的时候挺身而出，

应对国际危机。我们启动了一个团队，确保墨尔本总部以及斐济

和约旦区域办事处和工作人员安全、有保障且具备充足的资源，

能够以新的方式开展远程工作。 

• 在危机时期，富有同情心和准确的沟通可推动实现共同的目标，

并能为实现组织目标调集资源。值得庆幸的是，全球足迹和租

赁问题使得我们的工作人员最近已具备远程工作经验。我们通过

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与员工和外派人员建立了结构化的沟通签

到。我们认识到，团队人员的多样性意味着他们的需求也具有多

样性。到 2020 年 3 月底，我们的所有员工和许多外派人员均已在

家办公。他们与捐赠方继续保持接触，并实施我们的应对措施。 

• 大力推行本地化，成果斐然。我们专注于加强太平洋地区的运

营和组织系统能力，探索提供区域和本地应急准备和培训的方

法，深化我们的 RedR International 伙伴关系，包括与 RedR 

Indonesia 和 RedR India 的联合项目和部署。

• 社区要能够领导当地的灾害管理应对，并能够使其求助呼吁得到

响应，这一点至关重要。瓦努阿图从“帕姆”气旋中恢复的经验

使该国得以建立更强大的准备和应对系统及架构，这对于应对新

冠疫情和“哈罗德”热带气旋至关重要。

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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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虐待协调员提供虚拟等方式帮助将预防性信息

纳入检疫中心的主流。

• 我们的缅甸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OCHA）人道主义事务准入顾问帮助我们建立

业务、评估需求及向受影响人口运送人道主义用

品、人员和服务。

• 我们的缅甸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对受影

响人口的保护和问责顾问为应对新冠疫情造成

的不断改变的需求提供性别问题和保护咨询、

培训。			

叙利亚危机：准入和保护

新冠疫情危机在叙利亚冲突的第九年爆

发。1320	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包括	62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	500	万急需援助者。长期

以来，确保协调人道主义行动的政治意愿和能力

一直是我们在叙利亚危机中面临的挑战。新冠疫

情进一步影响了当地局势，使人道主义行为体几

乎不可能开展行动。如果没有政治意愿，没有

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和一致的多边协调，人道主义

危机就会加深，进一步破坏区域稳定及经济社会

复苏。		

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土耳其接触追踪

和检测都很有限，实际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包

括叙利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可能超过官方

统计。新冠疫情不仅可能对叙利亚难民造成灾难

性后果，还可能给已受到严重损坏的保健系统和

服务带来灾难性后果。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妇

女、女童和老年人面临的风险尤为严重。	

正因为了解这一点，RedR	Australia	优先安排

拥有合适技能和经验的人员去找到应对新冠疫情

挑战的即时解决方案，包括：

• 我们的人道协调厅全叙利亚军民协调干事充当联

合国与所有利益有关者之间的纽带，协助对重要

人道主义设施和行动的保护。这有助于维护叙利

亚东北部人道主义供应链的完整性，并支持了新

冠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的实施。这包括保

障人道主义人员必要时从叙利亚东北部到伊拉克

埃尔比勒的医疗后送走廊。

• 我们的约旦粮食计划署性别问题顾问支持多项培

训方案，发展可持续的网络，并将加强性别意识

纳入防止性虐待、剥削和骚扰的项目。这在性暴

力行为日益严重的时候尤其重要。

• 我们的土耳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庇护所干

事更新了现场规划，确保基础设施可支持满足可

能会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

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需求。这位干事还领导并支

持了以地方行为体为重点的各种场地规划和城市

设计培训活动。

学习和展望未来

新冠疫情带来的独特挑战和机遇继续显现。这场

全球危机迫使	RedR	Australia	迅速、果断地走上两

条平行的道路：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工作人员的

福祉，同时坚持履行对合作伙伴的承诺，进而维

护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原则。	

这场危机从许多方面肯定了我们近年来为预先

安排对社区的备灾支持所作的努力。它还通过在

灾害期间针对当地问题寻求本地解决办法，加快

了我们推动人道主义改革的决心。我们对自己的

成就感到欣慰，并为有待完成的工作感到谦卑。

这两方面，我们都在学习。o

图片左侧的尼尔·多赫蒂（Neil Doherty）是 RedR Australia 的液压工程
师，他为顺利向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一家医院交付氧气瓶而感到高兴。
这家医院已改建成新冠肺炎患者隔离和治疗中心。REDR AUSTRALIA

克尔斯滕·赛耶斯是 RedR Australia 的首席执行官。本文本最初发表在灾害管理和

人道主义援助卓越中心的灾害管理和人道主义救济合作半年刊《Liaison》上。文章

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的排版。



48 IPD FORUMFORUM

新
冠疫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生计代

价，但也显示出了一种优势。疫情

凸显了认识到联系的重要性并建立

丰富关系的社区的优势和复原力。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防部海外人

道主义、灾害和公民援助（OHDACA）项目和美国印

太司令部（USINDOPACOM）的例子均证明了这一

点。他们与印太国家和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几乎能够

无缝地转向迎接各种地区挑战和应对新冠疫情。

美国政府代表称，关注重点和资源的迅速转移得

益于他们在该地区的持久存在以及长期与伙伴国家

一道开展的救灾演习和交流。由于对每个环节沟通

方式的信任和理解已达到一定程度，这让东道国能

更容易地向美援署、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公民援

助项目和印太司令部请求援助。

印太司令部的美援署副发展顾问佩奇·米勒	

	（Paige	Miller）向《论坛》表示，“美援署与伙伴

国家的官员协调，在数十年来对拯救生命的健康和

人道主义援助投资的基础上开展应对新冠病毒的工

作。”米勒与美国国防部协调，与美援署在该地区

的文职军事协调员密切合作去协同并推进实现共同

目标，以满足许多伙伴国家的求援。

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美援署于	2020	年2月对世

界各国进行了分析，以确认哪些国家可能面临最大风

险，并着手获得提供援助的资金。米勒表示：“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所有国家都将受到这一影

响。”与美国太平洋陆军（USARPAC）和太平洋特

种作战司令部（SOCPAC）这些印太司令部下属机构

的协调帮助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履行其使命，并扩大了

应对病毒的能力。

米勒表示：“美援署通过在该地区的文职军事协调

员，在信任和开放沟通的基础上与太平洋陆军和太平

洋特种作战司令部团队建立了自然而有效的关系。”	

	“这种关系有助于迅速确认优先需求，并有助于全面设

计并实施由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公民援助项目为应对

美援署资金无法满足的关键性需求提供资金的项目。”

加强援助协调和分配 

美国政府实体之间的有效接触使他们能够加强彼此

在分配新冠援助方面的工作。这是一项协作努力，

还包括大使馆国家工作队、大使馆安保合作官员和

东道国官员的参与。

美援署继续全力协助世界上最脆弱的那些国家，

包括印太地区的	28	个国家，向他们提供了超过	1.45

亿美元的卫生、人道主义和经济支持资金，此外还

有	2000	多台呼吸机。

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通过他们在孟加拉国、缅

甸、印尼、马尔代夫、蒙古、尼泊尔、菲律宾、斯

里兰卡和泰国的民事军事支持部门（CMSE），与美

援署和国防部伙伴密切合作，确认需求，并利用本

美国政府机构与 
印太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 
助力转向新冠疫情应对
《论坛》员工

伙伴关系、 
复原力和 
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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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采购的个人防护装备、快速诊断测试包、医疗用品

和洗手站迅速作出应对。

太平洋陆军在孟加拉国、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实施了多个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公民

援助项目，提供个人防护设备、洗手站、医疗用品、清洁

产品、发电机、可移动厕所和教育性公共服务公告。在东帝

汶，太平洋陆军还实施了	129	万美元的海外人道主义、灾害

和公民援助项目，包括唯一一个通过	6	个广告牌和	8	项电视

公共服务公告支持风险沟通工作的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公

民援助项目。这些工作加强了美援署的风险沟通力度。

米勒指出：“我们与伙伴国家的官员接触，以确认需

求并协调应对努力。”他强调在应对工作遵从伙伴国家

领导的重要性。

	‘不能像往常那样开展工作’

社交距离措施的实施意味着要重塑美国政府机构近期和

长期在该地区的运作方式。

	“不能像往常那样开展工作，”太平洋陆军大洋洲团	

队负责人马克·穆德里尼希（Mark	Mudrinich）中校向	

	《论坛》表示。“我们正在寻找创新的训练方式。未来太

平洋陆军要做的许多接触工作都是以虚拟方式开展。我

们将继续协助各个项目的开展，并与美援署携手合作。

我们将确保对合作伙伴和盟友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

这包括通过隔离期确保派往该地区的美国士兵在与当

地人接触之前未感染病毒。

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民事事务处处长杰森·汉森	

	（Jason	Hanson）中校向《论坛》表示：“新冠疫情爆发

后，我们与东道国同行合作的能力受到了限制。”“通

常的演习和训练交流不得不停止。它使我们难以与同行

进行接触。”

汉森表示，很多情况下兵力提供者和军队很难在相应

国家保持完全连贯的连续性。他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当

地民事军事支持部门如此重要，并且务必确保这些职位

不会因为疫情期间的例行轮换而出现空缺。

汉森表示：“如果这些职位出现缺口，不采取行动的

风险会很高，而且会非常令人担忧。”

事实证明，美国人员很难部署到东道国，很难试图建

立暂时中断的关系。汉森表示：“但由于我们在当地确

实有完全连贯的轮换，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处理得很好。

由于面对面会议受到限制，美国士兵和美方人员改为

每日或每周进行虚拟拜访。	

	“他们知道民事军事支持部门的形式可能会发生变

化，但他们知道这个职能部门将始终存在，”汉森表

示。“它不仅强化了对我们在相应国家团队的信息，也

强化了对伙伴国家的信息，表明只要我们有机会继续与

伙伴国开展合作，这种伙伴关系便会继续得到加强。”

为了防止这些关系出现空缺，由于替换人员很难到

位，轮换团队将所在国部署时间延长了两三个月。	

汉森表示：“我们不想把团队送回家并造空缺，这对我

们来说是最大的风险，而是希望延长已在相应国家的团队

的部署时间。”“我们认识到保持这种关系的重要性。”

美援署在该地区至少有	50%的外交人员因新冠疫情撤

离。米勒表示：“这是一个挑战。”但由于美援署的代

表在该地区有较长期的存在，并与仍留在相应国家的非

政府组织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因此，尽管人员存在

状况发生了变化，但美援署仍保持了很高的效力。

菲律宾空军人员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强化团队成员在菲律宾何
塞·B·林格纪念地区医院卸载新冠疫情救援物资。美国印太司令部

 “美援署与伙伴国家的官员协

调，在数十年来对拯救生命

的健康和人道主义援助投资

的基础上开展应对新冠病毒

的工作。”

~ 美国印太司令部美援署副发展顾问佩奇·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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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与孟加拉国达
卡的穆格达医学院和医
院（Mugda Medical 
College and Hospital）
的一名医生讨论即将进
行的新冠检测。美国正
在支持孟加拉国防治新
冠疫情的工作。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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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之旅

穆德里尼希称谈到印太地区的灾

害，“不存在是否会发生的问题，唯

一的问题是何时会发生。”这种心态

有助于该地区在应对冠状病毒带来的

挑战时保持复原力。这种复原力精神

也将有助于长期复苏工作的开展。

美国官员已开始从疫情救济转向

最终将对未来道路的完全控制权转交

给东道国的复苏工作。

	“美援署正在努力取得更大的发展成

果，以便有一天能够不再需要外援。

这就是所谓的自力更生之旅，	”米勒

解释道。作为这段旅程的合作伙伴，

美援署和东道国政府努力加强相应国

家规划、资助和实施解决方案去应对挑战的能力。即便是

在疫情期间，这一点也一如既往地重要。

美援署、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公民援助项目和印太

司令部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对促进和平、安全与两性平

等方面给予了特别关注。例如，在东帝汶，美国机构为

当地女性拥有的企业生产的个人防护装备提供了资金支

持。米勒和穆德里尼希认为，寻找农村受益者也为当地

经济注入了资金，并为妇女提供了可转化的技能。

印太司令部的	J91（军民外联）海外人道主义、灾害

和公民援助团队与美援署、美国国家工作团队、安全合作

官员（SCO）、太平洋陆军、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美

国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和负责稳定和人道主义援助

工作的副助理部长办公室协调、安排人员并批准了	165	个

价值超过	1200	万美元的项目提议，以支持合作伙伴国家

减轻和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工作。美国驻相关国家的军事

人员（包括民事团队和安全合作官员）通过与伙伴国民政

机构合作及通过伙伴国民事机构，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执行

影响较大的项目，在相关战区防治新冠肺炎。

美国印太司令部协调了各部门去评估及同步所有项

目，这些部门包括司令部医务官、J44	(工程师)、J55	安

全合作、J5	国别主管干事、美援署、公共事务干事和指挥

参谋人员。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公民援助团队还与美援

署军民协调员合作处理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太平洋陆

军和安全合作官员的项目提议。J9	战区民事规划团队与司

令部医务官和印太司令部行动规划团队合作确定新冠疫情

优先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印尼、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太

平洋灾害中心（Pacific	Disaster	Center）与	J9（太平洋外

联）一道，利用大数据科学确定向哪里提供国防部援助。

海外人道主义、灾害和公民援助项目经理吉姆·托尔	

	（Jim	Towle）少校表示：“这项工作清楚地表明了	J9	和

机构间团队从战术层面一直到印太司令部和国防安全合

作局同步和执行司令部优先事项的价值和能力。”	

与这一切息息相关的讯息是，作为这个地区的持久

伙伴和尊重他国主权的国家，美国与该地区休戚相关。

汉森表示，因此，美国的援助计划必须有伙伴国家的国

旗。“我认为，如果这些捐赠只有美国国旗，我们便无

法达成目标，”汉森表示。

他表示，目标是始终强调伙伴关系。这样做可以加

强一个社区对其政府和军队的信心。“这是真正好的讯

息，”汉森说道。“它向一个社区表明，我们的国家不

仅照顾了我们，而且还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

汉森回忆了尼泊尔的一个新冠病毒救援分发中心，	

那里房间的一侧有	100	箱捐赠物资上同时贴着美国和尼

泊尔的国旗。汉森对《论坛》表示：“房间的另一侧，

有三四箱来自中国的物资。”“这会立即让很多人留下

印象。这会让伙伴国家留下印象。”

汉森表示，除了当下对疫情的即时应对之外，还要

产生持久影响。提供一次性口罩等有一天会坏掉的个

人防护装备只是一方面的工作。美国还提供医院病床

和通风装备，提供帮助东道国走上复苏之路的物品，

并提醒受援者关于美国政府对该地区的长期承诺。	

	“我们希望成为首选合作伙伴，”汉森说道。o

2020 年 7 月，尼泊尔加德满都，一名医务人员为一位尼泊尔士兵采集样本进行新冠检测。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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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新冠疫情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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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平与安全项目
提供包容性解决方案

珍妮弗·阿特金森（JENNIFER ATKINSON）中校/新西兰皇家空军； 

利比·雷登（LIBBY REARDON）少校/新西兰皇家空军； 

凯特·麦克罗（KATE MCMORROW）/澳大利亚国防部；以及 

沙龙·古维娅·费斯托（SHARON GOUVEIA FEIST）/美国印太司令部

世界各地的社区都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受疫情

文化副作用打击最严重的是妇女。政府封锁政策和居家

令导致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意外“影子疫情”。对妇

女作为主要照料者和家庭管理者的性别角色期待加剧了

不平等的家务劳动负担。妇女通常占一线医务工作者的

70%，面临更多的感染风险。妇女在服务行业和照料提

供者中所占比例过高，使她们处于不安全的位置，往往

会使她们首先失业。妇女在家务劳动、农业和纺织业等

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谋生手段使她们无法参与政府的经济

刺激项目。显然，由于妇女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疫情

和政府的应对措施对妇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但这些同样的作用突出了妇女有意义地参与可持续

复苏战略的重要性。我们在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所看

到的情况再次肯定了	20	多年前随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关于女性、和平与安全（WPS）的第	1325	号决议的通

过而得到国际承认的那些现实——第一，冲突和危机对

妇女和女孩的影响不成比例；第二，她们的贡献常常被

低估且利用不足，这导致进一步的不稳定和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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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的规模及其破

坏稳定的影响，为此世界各国让

国防和安全部门参与应对和恢复

工作。许多机构——如新西兰国

防军、澳大利亚国防部、斐济共

和国武装部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

也在他们的工作中采用性别观点

和	WPS	原则。性别观点意味着了

解性别差异如何在危机期间影响

男性、妇女、男孩和女孩的迫切

需求和长期利益。它向各国军队

提出了以下可拯救生命的相关问

题，以更好地了解性别问题，并

为有效应对提供依据：谁的需求

和利益得到了满足？谁能够获得

资源？哪些男性和女性受到了影

响？

每个国家国防部门对	WPS	的实

施，以及他们各自的疫情应对措施必须考虑到全球人口

状况的复杂性和本国人口的需求。以下简要介绍突出了

四个国家如何将性别观点纳入国防部门的新冠疫情防治

工作，反映了各国在继续推进	WPS	实施过程中的类似经

验和独特方法。	

新西兰国防军

新西兰政府于	2015	年制定了	WPS	国家行动计划，新

西兰国防军是该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关键伙伴。新西兰国

防军负责	17	项计划输出当中的	8	项，包括增加女性军

警人员的部署，并将性别观点纳入训练和行动。新西兰

国防军有一名专职	WPS	实施干事负责监督这项工作，

此外还有一名干事兼职支持太平洋岛屿地区的	WPS	工

作。事实证明，他们的监督对于成功缓解、管理和应对

新冠疫情至关重要。

2020	年	3	月，新西兰国防军启动了“保护行动”

去协调内部应对行动，并为政府所有部门的新冠疫情

应对做出贡献。他们从一开始便利用新西兰国防军的

规划、分析和后勤专长，部署了少数经验丰富的新西

兰国防军人员去支持政府应对管理中心。军事人员的

第一轮部署前培训包括关于新冠疫情的性别层面的简

报。相关材料来自国际研究，并以新西兰的人口数据

为基础。简报指出了新冠疫情和封锁对妇女造成的不

成比例的影响，在规划中解决

这些影响的需求，以及让女

性加入新西兰国防军团队的重

要性。

随着疫情的发生，新西兰

国防军人员越来越多地承担支

持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的任

务。这些设施最初设在一个

城市的一家旅馆，但很快发

展到全国	30	多处设施。集中

隔离和检疫设施接收的新西

兰公民很多样化，每人在那

里居住	14	天，大多数是从国

外返回。新西兰国防军人员负

责协调旅馆业主与包括安全、

警察、福利和旅馆工作人员在

内其他提供者的工作。截至

2020	年	9	月，任何时候都有

250	多人在继续支持新冠疫情应对工作，其中大多数

人是为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提供支持。

因此，性别观点简报进行了调整，纳入具体针对

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的性别考虑因素。根据从境内流

离失所者营地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与集中隔离和检疫

设施支持人员的讨论，优化后的简报强调了有价值的

见解。首先，在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中，性暴力表现

为多种形式：家庭泡沫中的家庭暴力、对房客之间性

侵犯的指控、对高危女性的潜在性剥削，以及无意中

将房客安置在有犯罪或性犯罪记录的房客身边。简报

还指出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中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受到

的干扰，强调需要考虑孕妇，特别是那些需要现场临

床管理或需要离开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进行分娩的孕

妇。

此外，规划方面的考虑因素必须包括，如果女性无

法离开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她们将如何获得女性卫

生用品。优化后的简报还强调了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

的单亲父母（通常为女性）——特别是有多个子女或

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单亲父母面临的潜在挑战。最后，

简报强调工作人员应认识到与在较大群体中具有影

响力的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房客互动的机会，以及让

他们传播信息和反馈（特别是在语言构成障碍的情况

下）的机会。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行中尉妮可·马洛斯克（Nicole 
Maroske）准备在维多利亚州的得来速诊所执行新冠
病毒检测。澳大利亚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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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国防军人员正在就集中隔离和检疫设施的性

别影响提供有价值的反馈。这一信息让集中隔离和检

疫设施持续得到改进，并为下一次人员轮换作了更好

的准备。	

斐济共和国军队

斐济共和国军队的	WPS	实施涉及政策和培训的制定，

包括为斐济政府和军方成员提供性别意识培训和多机

构性别问题顾问课程。他们成立了一个	WPS	委员会，

与法律伙伴合作调整对妇女产生不成比例影响的政

策，并确保支持机制到位。

由于新冠疫情威胁到斐济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为此

斐济共和国军队成立了一个团队负责支持疫情应对工

作。这包括制定应急计划，支持检疫执法以及向基础

设施、卫生和国防部门的部长通报情况。一名性别问

题顾问从早期阶段起便加入该团队，负责强调这一危

机的性别因素（如分析人口状况、流动和风险水平），

并确定人道主义应对计划。由于这种威胁的复杂性，

加上	2020	年	4	月应对热带气旋哈罗德带来的额外动

力，他们采取了多机构方法。

虽然到	2020	年	5	月，新冠肺炎的威胁已大幅减

少，但多机构合作继续开展——既是为了直接应对

疫情，也是为了应对封锁措施造成的结果。斐济政

府发现家庭暴力热线致电次数从	2020	年	2	月的	87

次增加到	2020	年	4	月的	500	多次，这反映了一种

全球性趋势。他们在妇女、儿童和减贫部的指导

下，通过非政府机构联盟再次动员了多机构方法。

除了斐济妇女权利运动组织（Fiji	Women’s	Rights	

Movement）向斐济共和国海军提供的性骚扰培训

以及斐济军队正在向卫生部提供的检疫执法支持之

外，跨机构合作已成为斐济成功防治新冠肺炎及其

性别影响的标志。

2020 年 4 月，一名护士在澳大利亚卡伦德拉一家得来速诊所对病人进行新冠病毒拭子检测。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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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防部

在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5	号决议获得通

过的第	20	年，澳大利亚通过投入专门

的人员和资源去提升能力，维持快节

奏的	WPS	议程实施。澳大利亚国防部

在实施	WPS	议程和将性别观点纳入整

个部门的主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些工作分为六个方面：通过将性别

观点纳入政策和准则确保战略环境到

位；培训整个组织的广泛人才库；负

责实施	WPS	议程的专职人员；通过在

行动和演习中派遣性别问题顾问来维

持任务准备就绪状态；通过能力建设

举措和方案支持国际伙伴；制定强有

力的治理和报告框架，以确保澳大利

亚履行其联合国安理会第	1325	号决议

的义务。

自	2012	年以来，澳大利亚国防部

加强了评估灾害和冲突中性别影响

的专业知识，这对他们为疫情应对做

出贡献提供了基础。关于新冠疫情的

性别影响已有充分的记录。澳大利

亚非营利援助组织	CARE	Australia	指

出，80%的澳大利亚人在提供医疗保

健、教育和零售等服务的行业工作，

而这些行业一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部

门。妇女面临更大的不安全状况，因

为她们在非全职和临时工作岗位中占大多数，并承

担无报酬的照料工作。此外，专家们报告称暴力侵

害妇女的频率在上升。这与全球趋势相一致，联合

国人口基金预测，每封锁三个月，全世界便将增加

1500	万起家庭暴力案件。疫情在澳大利亚灾难性的

丛林火灾季节之后开始蔓延，使许多家庭和企业的状

况雪上加霜。

截至	2020	年	8	月，已有超过	3000	名澳大利亚国防

军人员被部署到各种支持该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岗位。这

包括测试、后勤、接触追踪和边界关闭管理。鉴于澳大

利亚国防军的社区互动情况，作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他们建立了一个性别问题顾问和性别问题协调中心网

络。从战略总部到部队级别建立了一个分层系统，实现

了信息流动和反馈回路。为所有外派人员和与社区合作

的人员制作了一套题为“性别、土著和文化意识”的在线

培训材料和录像。为指挥官和家庭暴力袖珍简报编制了

一份“士兵智能卡”清单，作为在整个规划和执行过程

中纳入性别考虑的指南。澳大利亚国防部在疫情期间应

对性别影响以及通过	WPS	方法应对新出现的威胁、人

道主义应急需求和其他危机或冲突局势方面处于很好的

状态。	

美国印太司令部

自第一份《美国国家行动计划》于	2011	年发布以

来，美国国防部一直在支持	WPS。2017	年通过	

	《WPS	法案》，2019	年通过《美国战略》，	2020

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的传播，女性从韩国首尔的地铁站经过
时戴着口罩。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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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该部门的《战略框架和实施计划》，这项工作

进一步系统化。印太司令部设立了妇女、和平与安全

办公室。该办公室包括对	WPS	实施至关重要的三个职

位：司令部性别问题顾问、WPS	课程编制员和性别问

题分析员。

随着	2020	年初全球感染人数激增，WPS	办公室确

定了两个关键领域来改进印太司令部的规划和应对：第

一，通过对准备协助社区应对的夏威夷国民警卫队部队

进行性别和新冠疫情部署前培训；第二，通过收集相关

区域数据和进行性别分析更好地为决策提供信息。印太

司令部还使用数字文章和培训视频来突出新冠疫情的地

区性别安全影响。	

部署前培训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并针对人口状况，

但也存在适用于地方社区的宏观层面的性别考虑，

例如：封锁期间家庭暴力的增加、

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护理的机会

受到干扰、大多数医务工作者是妇

女以及对其他弱势社区不成比例的

影响。在夏威夷，夏威夷土著和太

平洋岛民社区受到的伤害最大。疫

情加剧了结构性和社会体系的不平

等，如缺乏医疗保健、多代人同住

造成的生活条件拥挤以及一线行业

的非正式就业和正式就业。性别问

题和新冠疫情培训侧重于包容性安

全方法，认识到男性、妇女、男孩

和女孩经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方

式不同；她们的性别角色可能使他

们遭受伤害或以不同方式为了生存

去冒风险；她们获得救济和复苏资

源的机会可能存在差别。

全世界在新冠疫情方面仍存在很大

的性别数据差距，印太司令部的	WPS

办公室制定了报告和分析，强调需要

更多的数据来进行有效决策。这包括

按性别方面的区域社会经济趋势、性

别方面的健康影响、关于性别视角在

规划中的重要性的文章，以及评估现

有新冠疫情性别相关数据及提供政策

建议的研究。

复苏工作

各国政府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短期和长期努力必须考虑

妇女和女童在这场危机中面临的独特脆弱性，并确保她

们得到保护，并能安全地获得救济和复苏援助。各国的

复苏战略必须有性别视角。WPS	议程让国防和安全部门

能更好地与民众接触，更好地提供包容性解决办法。国

防部门应继续加强性别问题顾问的能力，这将大大改善

互操作性和协调，并提高任务的效力。

疫情的性别影响将在多年后显现出来。各国的国防和

安全部门将继续汲取和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去培训各自的

部门；确保在执行任务期间让妇女、男性、女孩和男孩

的需求得到满足；加强关于	WPS	实施的信息共享；加强

国家和区域复原力，以有效应对往往难以预测且复杂的

21	世纪安全挑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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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人口变化 
和未来面临的地区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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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是当今世界首批出现人口下

降的大国之一。如今日本的人

口比十年前减少了约	150	万

人，这一下降将在未来几年大

幅加剧——2020	年代将大约

减少	800	万人，2030	年代将

减少大约	1000	万人。

一些观察家，比如布拉德·格罗瑟曼（Brad	

Glosserman）在他的著作《峰值日本：伟大抱负的终结》	

	（Peak Japan: The End of Great Bibitions ）[2}一书中宣称，日

本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这个国家未来会愈发内向。但迄今

为止的实际情况并未证明这一点。日本在	2010	年代经历了

第一个人口下降及人口统计学家现在称之为“超级老龄化”	

	（超过	20%的人口年龄超过	65	岁）的十年。但是正如我在	

	《日本的安全复兴：21	世纪的新政策和新政治》（Japan’s 

Security Renaissance: New Policies and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日本军队在这段时期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大。日本近期关于国防的讨论设想进一

步提高能力，包括可能会研发攻击型导弹以加强威慑力。

其他专家，包括《日本重新武装：军力政治》（Japan 

R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一书的作者希拉·史

密斯（Sheila	Smith）和兰德公司分析师杰弗里·霍尔农	

	（Jeffrey	Hornung）也撰写了一些重要著作去介绍日本日益

强大的军队。尽管日本面临着人口挑战，但将出云级驱逐舰

改造成可搭载	F-35	战机及装备更多配备宙斯盾导弹的驱逐

舰（总数已达到	8	艘）是日本军力不断提升的许多例子当中

的两个。这一趋势能持续多长时间？日本的国防计划制定者在

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时需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尽管日本的军事

能力可能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仍有提升，但其军队规模似乎受

到了更直接的影响，为军方提供资金的前景也不明朗。

日本自卫队（JSDF）自	2014	年以来从未完成过征兵

目标。2018	年，日本自卫队设定了常备兵力为	24.7	万

人的目标，但仅实际规模仅为	22.7	万人——总体缺口为

8%，但据信较低层级的缺口约为	25%。这并不奇怪，因

为日本目标征兵年龄——	18	至	26	岁的人口已在	1994	年

达到峰值。该国自	1974	年一直未达到更替出生率水平。	

日本防卫省考虑了许多解决规划兵源短缺的方

法，2019	年《防卫计划大纲》将其称为“迫在眉睫的挑

战”。2018	年，日本自卫队将新入伍年龄上限从	26	岁提

高到	32	岁，这是	1990	年以来首次上调。2020	年，高级

官员的退休年龄开始逐步提高。防卫省还制定了至	2030

年将自卫队女性占比提高到	9%的目标。2018	年，女性占

自卫队人数的	7%，而北约国家的平均比例为	11%。其他

思路包括将自卫队的部分职能外包（例如维修和更有争议

的救灾活动），以及将陆上自卫队人员（占日本总兵力的

一半以上）重新分配给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

安德鲁·奥罗斯（ANDREW OROS）博士 

2018 年 8 月 24 日，日本航空自卫队松岛美沙中尉完成驾驶 F-15s 战
斗机的初步训练，被任命为该国首位女战斗机飞行员。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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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云级驱逐舰改造成可搭载 F-35 战机

及装备更多配备宙斯盾导弹的驱逐舰 

 （总数已达到 8 艘）是日本军力不断提

升的许多例子当中的两个。

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航母出云号（右二）、“和曙号” 
 （JS Akebono）驱逐舰和“村雨”号（JS Murasame） 
驱逐舰以及菲律宾海军“南纳卯”号船坞登陆舰 
（Davao del Sur）在菲律宾苏禄海参加演习。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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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奥罗斯博士是马里兰州切斯特敦华盛顿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教授，也是《日本的安

全复兴：21 世纪的新政策和新政治》一书的作者。本文最初发表在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2020 年 8 月版的《亚太公报》（Asia Pacific Bulletin）上，并经过编辑以适应《论坛》

的排版。奥罗斯所表达的观点与东西方研究中心或其所属任何组织的政策或立场无关。

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面需要考虑：并非只有日本

的人口是在老龄化和萎缩。事实上，日本的所有邻国（包

括潜在的伙伴和安全威胁）都面临着相似的未来，虽然时

间点不同。这包括该地区的其他美国盟友（韩国和泰国，

但不包括菲律宾）、日美的其他安全伙伴（新加坡、台湾

和越南），以及重要的安全隐患国家（中国、朝鲜和俄罗

斯）。中国、韩国和台湾的工作年龄人口已经在萎缩，预

计在这个十年他们的总人口规模将会下降。

与此同时，日本的潜在安全伙伴的人口将增加，并将

保持强劲的青年人口。印度和印尼均属于至	2050	年人

口增长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国家和

日益发展的菲律宾都是日本寻求与之深化安全关系的国

家之一。仅仅是人口因素并不足以推动日本去发展这些

关系。其他因素，比如对中国的共同关切、地理位置和

海洋利益的趋同，也很重要。

新技术还将在日本和其他国家应对人口变化对其安全

战略的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机器人和其他无人系统，

包括人工智能，或有助于抵消人口萎缩的影响。与此同

时，这些技术正在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的性质。正如克里斯

蒂安·布罗斯（Christian	Brose）在《外交》杂志上所写

的那样：“人工智能、自主系统、无所不在的传感器、先

进制造和量子科学将像	20	世纪初的的技术那样从根本上

改变战争”。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新安全领域的出现会造

成新的负担。我们不能仅指望新技术去抵消各国在人口变

化中面临的挑战。摆在面前的是困难的选择。

综上所述，由于印太地区未来几年人口状况的变化，

地区安全格局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和美国的军事战略家

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集中应对这一局面。人口变化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取决于若干因素。这包括每个国家面

临的具体安全威胁的性质，一些威胁可通过不那么劳动

密集的替代方案更容易地得到解决。是否有技术解决方

法，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是否愿意并能够采用这些方法

或其他办法，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人口统状况不能决

定命运，但在日本和地区内其他地方，它需要比迄今为

止更多地加以考虑。o

日本陆上自卫队人员在位于东京西南部御
殿场市的东富士靶场参加年度实弹演习。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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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文化IPDF

文乐木偶师桐竹勘十郎三世（Kanjuro 
Kiritake）在日本大阪家中坐在同为木
偶师的已故父亲的一幅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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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因新冠疫情而进入紧急状态期间，著名文

乐木偶大师桐竹勘十郎三世经历了几个星期

的焦虑。	

他表示，他的手艺是一种仅由男性表演的日本传统木

偶剧。这项艺术于	17	世纪后期在大阪诞生，但到	2020

年生存感受到威胁。他几个月的所有演出都被取消。

	“我想了很多：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能恢复

演出？	”67	岁的桐竹在家里说道。他家中有一个专门

表演木偶剧的房间。他还想知道，自己	

87岁的师傅还能否再表演一次。

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家给孩子做木偶。文乐木

偶师极少从事这种工作。对桐竹而言，这与他几十年的

工作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将桐竹认定为传统木偶剧表演

的“人间国宝”。

近	30	名六年级学生参加了最近的课程。孩子们大热天

在健身房里练习木偶戏，身穿T恤衫的桐竹则在一旁指导。	

文乐的每个木偶都由三个人操作：领头木偶师和另

外两个身着黑衣、头戴面具的表演者。领头木偶师控制

头部和右手，另一个人控制左手，第三个人控制双脚。

说唱者（太夫）和传统乐器配合表演。	

桐竹制作的五个木偶有着用纱线头发装饰的滑稽面

孔。他们还穿着桐竹在网上购买的霓虹袜。	

从脚而上 

桐竹跟随父亲的脚步，从	14	岁时开始木偶师的职业生

涯，成为如今	87	岁的吉田簑助（Minosuke	Yoshida）

的弟子。吉田是当今世上最年长的木偶师。像其他人一

样，桐竹从控制木偶的脚开始，然后开始控制左手。木

偶师可能需要练习超过	30	年才能有资格控制头部。	

	“这是不为人瞩目但很有难度的角色，”他这样评价控

制四肢的表演。“观众不知道你是谁，掌声只会送给领

头木偶师。”	

了解如何控制脚至关重要，控制脚的表演者通过触摸

领头木偶师的腰部去感受他的动作。这是桐竹从他已故父

亲那里学习到的经验。他父亲即使在因为生病变得很瘦时

也还担任领头木偶师，用整个身体去控制木偶的移动。	

桐竹回忆道：“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必须运用整个身

体——从脚趾到指尖去让木偶变得栩栩如生。”“一个

瘦小的木偶师如何通过这样做来控制大大的木偶。”	

桐竹是日本最著名的文乐表演者之一，但他仍担心

年轻人才的培养问题。	

大阪的国家文乐剧院提供两年期的免费培训课程，

当前	83	名表演者当中有一半以上顺利毕业。甚至在疫

情爆发之前，这种艺术的知名度便已开始下降——截至

2020	年	9	月，只有两名学生在接受训练。

桐竹暗想，也许雇来拉开大幕或分发舞台道具的人可能

会喜欢文乐并想要学习它。东京的演出已于	9	月份恢复。	

桐竹在提到日本传统的摔跤和讲故事表演时说道：“就

像外国人喜欢参与的相扑和落语那样，有一天我们可能也

会有外国表演者。”“女性的参与也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大师保留传统， 
 为儿童制作文乐木偶 

2020 年 8 月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桐竹勘十郎三世在大阪一所小学
讲授传统文乐木偶剧课程。

文章和摄影：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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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欧洲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表示，	在	Facebook、Alphabet	旗下的谷

歌、Twitter	和其他相互竞争的科技巨头同

意制定应对虚假信息的自我监管行为守则

两年之后，他们仍需更加努力地提高效率。	

新冠疫情相关的虚假消息加速了人们要求

社交媒体公司更积极主动作为的呼声。这些公

司（包括	Mozilla	和广告行业机构）于	2018	年

同意遵守相关守则，以免受到更加严格的监

管。微软和	TikTok	也加入了这个团体。	

欧盟委员会对守则第一年运作情况进行

的评估指出，这套守则存在几个缺陷。报告

指出：“这些问题可分为四大类：各平台和

成员国之间适用守则的不一致和不完整、缺

乏统一定义、守则承诺的覆盖范围存在若干

差距以及守则自律性质所固有的局限性。”	

欧盟委员会负责价值观和透明度事务的

副主席薇拉·乔罗娃（Vera	Jourova）呼吁

采取更多行动去应对新的风险。	

	“由于我们也看到新的威胁和行为者，现

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进一步提出新的措

施。平台需要更加负责任、更透明。他们

需要保持开放，并提供更好的数据获取途

径，”乔罗娃表示。她正在制定一项旨在使

民主国家对数字威胁更具复原力的计划。	

欧盟委员会还在制定规则，让社交媒体

公司对平台内容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路透社

尽
管疫苗引发的小儿麻痹症（又称“脊髓灰质炎”）病例仍在十几

个国家引发这种致人瘫痪的疾病，但卫生当局于 2020 年 8 月宣布

非洲大陆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后已经根除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这项宣言使巴基斯坦及其邻国阿富汗成为仅剩的据认为仍存在野生脊髓

灰质炎病毒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针对这种高传染性水传播疾病的疫苗

接种工作因不安全因素和对医务工作者的攻击而变得更加复杂。

非洲地区消灭小儿麻痹认证委员会（African Regional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Polio Eradication）在该地区四年未报告任何病例后发表了

上述声明。小儿麻痹症曾在一年内使非洲 7.5 万名儿童瘫痪。

在新冠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部的埃博拉疫情以及疟疾、艾滋病毒和结核病

等致命性挑战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卫生当局认为这一声明是非洲少有的好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总监马西迪索·莫埃蒂（Matshidiso 

Moeti）表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感动的日子。”但她呼吁人

们保持警惕，因为新冠疫情会威胁到疫苗接种和监测工作。

世卫组织表示，这是非洲大陆于四十多年前消灭天花病毒后第二次彻

底根除一种病毒。针对非洲大陆 13 亿人的监控存在很多漏洞，这让某些野

生脊髓灰质炎毒病例仍存在但未发现的可能性加大。

防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最后努力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北部——十多年来，博

科圣地（Boko Haram）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一直在那里开展引发严重伤亡的叛

乱。保健工作人员常常在不安全的边缘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令其生命安全受到

威胁。非洲最后一次报告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病例于 2016 年发生在尼日利亚。 

这项宣言并不意味着非洲已经没有小儿麻痹症。那里仍存在疫苗衍生病

毒病例，它是由口服小儿麻痹症疫苗中含有罕见的变异形式的弱化存活病毒

造成。突变病毒可能引发小儿麻痹症爆发，截至 2020 年 8 月有下列 16 个非洲

国家曾出现小儿麻痹症疫情：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

和国、乍得、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加纳、 

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多哥和赞比亚。美联社

世界瞭望IPDF

阻止
传播

虚假信息

非洲大陆已无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但小儿麻痹症的威胁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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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三
位越南学生设计了一种头盔，可让一线医务

工作者能够吃零食，甚至是抓鼻子，而不会

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此次疫情让人们注意到个人防护装备（PPE）的舒适性

和安全性之间的取舍，对需要穿这种服装好几个小时的工作

人员尤其如此。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生们被要求设计连接到呼吸器的

头盔，这种头盔不仅能保护一线工作人员，还能使他们保持

更长时间的生产力。

这个团队想到了“Vihelm”——越南头盔，其命名是将

越南（Vietnam）和头盔（Helmet）的英文单词结合起来创

造的。它附带一双手套，让佩戴者可将手放入里面——比如

去擦汗或清洁面罩，同时保持头盔的密封性。 

“这种头盔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附带有手套。”您可

以使用它安全地碰触自己的脸部，”14岁的Tran Nguyen 

Khanh An表示。Tran是2020年8月在加拿大国际发明创新

竞赛中获得最佳发明设计奖的学生之一。 

这款未来风格头盔还设有一个内部夹层，可将零食放在

里面，并通过管子连接到有动力的空气净化呼吸器上。

虽然这种呼吸器被认为比普通口罩安全得多，但可能会

远比其他个人防护装备更加令人不舒服。 

这种越南头盔的造价不到300美元，甚至它的头部周围

还有口袋，让使用者可以挠痒。 

越南最大企业集团Vingroup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

已对这个头盔进行评估，并就其设计提出了技术反馈意见。

疫情期间，Vingroup一直在生产呼吸机。路透社

一名新加坡环境部门官员从当地一栋国民住宅的阳台

放下释放蚊子的器具。这是星国当局最近用来对抗史

上最严重登革热疫情的装置。

只要按下按钮、打开一个盖子后，约可释放	150

只实验室培养的公蚊，它们将飞出去寻找可交配的母

蚊，但不会因此繁殖更多蚊虫。

登革热是经由被感染的蚊子传播并传给人，少数情

况下可能会出现致命案例。

新加坡特别培育带有一种细菌的蚊子来对抗登革

热，负责这项“沃尔巴克”（Wolbachia，这是那种

细菌的名称）计划的官员表示，这种细菌能防止虫卵

孵化，从而使“蚊子数量逐渐减少”。

她补充道，通过这种方法，有些原本蚊虫数量众多

的地区，蚊虫数量减少高达	90%。

新加坡今年截至目前为止，该国已累计超过	2.6	万

人感染登革热，超过	2013	年约	2.2	万人染的纪录。至

2020	年	8	月，已有	20	人死于这种疾病。登革热可能

导致极端高烧，引发内出血和休克。	

造成今年登革热疫情飆高的原因，包括该疾病的新

菌株，加上反常的潮湿天气和新冠疫情封锁使施工现

场和其他蚊子繁殖场所不受干扰。

沃尔巴克项目的策略已在澳洲证明是有效的，但

有些专家认为，像新加坡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都会地

区，其效果恐怕有限。路透社

IPDF 创新

越南

头盔让一线工作人员 
保持更长时间的生产力

对抗史上最严重登革热疫情

武器是更多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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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IPDF

扫描 1030 万颗恒星 
未发现外星人的蛛丝马迹  

科
学家们进行了迄今

为止最广泛的外星

文明搜索，他们利

用澳大利亚的射电望远镜研究了

大约 1030 万颗恒星，但至少目前

为止尚未找到生命迹象。 

为了寻找太阳系以外可能存

在的生命的证据，研究人员也在

寻找所谓的“技术信号”——一

种或许是来自外星生物的通信

信号。 

他们使用西澳大利亚的默奇森

宽视场阵列（MWA）望远镜在维

拉恒星系统中寻找频率与调频无

线电类似的低频无线电信号。研

究结果于 2020 年 9 月刊登在澳大

利亚天文学会期刊（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上。

 “毫不奇怪，我们没有发现

任何东西。未知的变体还有很

多，”澳大利亚国家科学机

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

织（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天文学和空间

科学分部的天体物理学家切

诺亚·特雷姆布雷（Chenoa 

Tremblay）如是表示。 

特雷姆布雷补充道：“探索

太阳系之外的生命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我们不知道何时、如

何、在哪里或可能收到哪种类型

的信号，能让我们觉得人类在银

河系中并不孤单。” 

澳大利亚柯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和国际射电天文学研

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Radio Astronomy Research）的

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廷盖 

 （ Steven Tingay）表示，虽然

搜索范围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深、更广，但从宇宙学的角度

看，其涉及的恒星仍相对较少。 

 “一千万颗星星听起来真的

很多。但我们最准确的估计

是，银河系大约有 1000 亿颗恒

星。所以我们只是研究了银河

系的 0.001%，”特雷姆布雷说

道。“假设海洋只有30条鱼，我

们仅仅是试图通过测试一个像后

院游泳池这样大小的区域去寻找

它们。由此找到其中一条鱼的可

能性会很小。” 

默奇森宽视场阵列望远镜是

另一种仪器——平方千米阵 

 （Square Kilometre Array）望远

镜的前身，后者将能很快地加强

对技术信号的搜索。 

廷盖表示：“重要的是不

断改进技术，并始终坚持向

更深、更远进发。“即便不抱

什么期望，下一次观察也可能

会有所发现。科学可能会给人

惊喜，所以重要的是继续寻

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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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船
派对

2020 年环太平洋（RIMPAC）演习期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水兵参加登船训练，以提

高互操作性并加强战略性海事伙伴关系。10 个国家、22 艘舰艇、1 艘潜艇和5300 多人

参加了此次于 8 月 17 日至 31 日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的两年一度演习。环太平洋

演习旨在加强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合作关系，这是该演习第 27 次举办。为了

减少新冠疫情的威胁，演习活动仅在海上开展。 

摄影：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末篇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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