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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方近日宣布从马里撤走最后一

批士兵，标志着长达 8 年的“新月形沙丘”行

动正式结束。8 年来，法国在马里等西非国

家投入不菲，但当地的反恐形势并未见好

转，法国与非洲的关系也出现波折。

根据法国军方发布的声明，“新月形沙

丘”军事行动的最后一批士兵在巴黎时间

8月 15日下午 1时离开马里，进入尼日尔。

法方称，法国军队将在非洲和国际社

会伙伴的支持下，继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打

击恐怖主义。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表示，

今后法国在非洲军事行动的“心脏”将位于尼

日尔。

法国最早从 2013 年开始向马里派兵打

击当地极端组织。2014年 8月，法国启动“新

月形沙丘”军事行动，向萨赫勒地区派遣部

队，与当地国家协同打击恐怖主义。在法国

推动下，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毛

里塔尼亚在 2014 年成立萨赫勒五国集团，

2017年组建联合部队。

8 年来，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兵力最多

时曾达到 5100 人，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头目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头目在

内的极端分子被消灭。然而，萨赫勒地区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以及部分国家政局动

荡、缺乏足够反恐资金等，导致萨赫勒地区的

恐怖组织难以被彻底消灭。

“新月形沙丘”军事行动也给法国造成沉

重负担，每年消耗法国财政将近 6亿欧元，50

多名法国军人命丧非洲。为此，马克龙在

2021 年 7 月宣布将在 2022 年结束“新月形沙

丘”行动，此后法军将以参与“塔库巴特遣队”

的形式维持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塔库

巴特遣队”由法国、爱沙尼亚、瑞典等欧洲国

家的军人组成，2020 年 7 月开始在马里协助

打击极端组织。

与此同时，与马里关系不睦也迫使法

国加速从马里撤军。2020 年 8 月马里发生

军事政变，组建过渡政府。2021 年 5 月马里

局势再度发生动荡，军方领袖戈伊塔出任

过渡政府总统。法国方面批评马里过渡政

府“非法”，马里过渡政府则指责法国的“殖

民主义”干涉，双方互相驱逐大使，关系急剧

恶化。

今年 2月，法国、加拿大和多个欧洲国家

宣布从马里撤出反恐军事力量。马里过渡政

府随后要求法国等国撤走“新月形沙丘”行动

部队和“塔库巴特遣队”。5 月，马里过渡政

府宣布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所有机构，包括

其联合反恐部队。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马克龙并不认为

法国从马里撤军是“失败”，但 8 年来萨赫勒

地区依然是恐怖袭击的“重灾区”，且极端势

力有向几内亚湾蔓延之势。而除了马里，布

基纳法索近日也曾爆发反对法国驻军的游

行。在非洲国家普遍反对带有殖民色彩的干

涉、要求建立平等关系的背景下，转移到尼日

尔的法军在反恐方面能有多大作为还是一个

未知数。

另外，7 月底马克龙曾访问喀麦隆、贝宁

和几内亚比绍三国，期望重建法国与非洲的

关系。从访问内容来看，法国有意从文化、经

济等领域加强与非洲的合作。然而，法国在

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其他大国

也在发展与非洲的关系。“新月形沙丘”行动

的终结虽然是军事层面的，却也可能预示着

法国今后在非洲将面临更多挑战。

告别马里，法国在非洲面临挑战

新华社记者 郭丹 李光正 张笑宇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

降 77 周年的日子。日前，记者一行前往长

崎港外的“军舰岛”，探访二战时期日本强征

东亚邻国劳工的印记，寻找日本对侵略战争

的反思。然而所见所闻显示，日方非但不正

视这段罪恶，反而在极力掩盖和抹杀历史的

真相。

“军舰岛”的正式名称为端岛，位于长崎

港西南方约 19 公里的海面上。因其形状与

军舰相似，故俗称“军舰岛”。2015 年，包括

“军舰岛”在内的 23处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

址”在巨大的争议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

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之中最大的争议与日本

侵略和殖民历史息息相关：二战期间，大量来

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劳工被强征到这座小岛

上劳动，受尽非人折磨甚至被虐致死。

当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将这些遗址列

入世遗名录时曾提出条件，要求日本“讲述每

处遗址完整的历史”。在申遗过程中，日方也

承认了强征大量劳工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的事

实，并承诺将在遗址上对这段历史进行介绍。

但记者在“军舰岛”导览手册上发现，从

明治时期以来的冗长历史年表记载中，有一

段特别扎眼的残缺——1925年至 1955年，长

达 30年的历史跨度只有两条记录。其一是：

1941 年，“军舰岛”煤产量达到峰值 41.11 万

吨；其二是：1945 年，到“军舰岛”运煤的货船

遭美军鱼雷攻击。

在侵略战争期间被日本掳掠到这里的劳

工呢？那些死于非命的数据呢？手册上对

“朝鲜”“中国”只字未提。

史料显示，1939 年开始，日本三菱公司

大量使用朝鲜半岛劳工在“军舰岛”采矿。

1943 年起，三菱公司又将中国战俘强征到

“军舰岛”奴役。这期间，大批中朝劳工死于

非命。

二战期间的日本，北到北海道，南到九

州，类似“军舰岛”这样强征和奴役亚洲多

国劳工的案例不胜枚举，浸透了受害劳工的

血泪。

导览手册没有提这段历史，随船提供解

说的导游也没有谈及。这名自称师承长崎历

史专家的男导游，从长崎港出发后，就一路兴

致勃勃地介绍“军舰岛”的“荣耀”，称这里挖

出的煤炭和矿石不仅为三菱造船厂和三菱炼

钢厂提供了丰富矿产，对整个日本的工业化

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船越驶越近，“军舰岛”如一头黑铁巨兽

趴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岛上林立的建筑宛

如军舰甲板上的炮塔和舰桥。

“大家请看，岛上这栋 7 层建筑，是日本

最古老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是日本近代建

筑史的开端。”在导游的讲解中，听不出一

丝一毫对死难劳工的同情，遑论对加害者的

谴责。

记者忍不住问导游，为什么没有强征劳

工这段历史的记载和解说。导游做困惑状：

“强征劳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里没

有强征劳工。”当记者向他展示手机上查询到

的关于“军舰岛”的日文资料时，导游迅速瞟

了一眼后说，“抱歉，我不知道这段历史。”

记者追问：“对游客完全不讲这段历史

吗？”他开始眼神躲闪，口气有些不耐烦：“我

是‘军舰岛’旅游机构的工作人员，我讲的都

是公司规定讲的内容。”

而实际上，讲述“军舰岛”上的劳工奴役

史，是当年日本申遗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做出的承诺。但申遗成功后，日本产业遗产

信息中心却展示了否认日方强征劳工事实的

证词和资料，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

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做出决定，要求日本在宣传明治工业革

命遗址申遗经过时充分介绍强征劳工历史。

日方仍无动于衷。2021 年 7 月，世界遗产委

员会对于日本在宣传“军舰岛”等明治工业革

命遗址时未充分介绍强征劳工等历史“深表

遗憾”，指出日本政府未能兑现申遗过程中向

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同时要求日方采取措

施，让人们了解众多被强征劳工曾在战时被

迫从事严酷劳动的历史。

长期以来，在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对于

二战期间历史的讲述、学习和研究都被有选

择性地抹去记忆。在今天多数日本民众眼

里，“军舰岛”是象征着日本近代繁荣和代表

近代工业革命的遗产，而那些在此遭受非人

虐待的异乡劳工的命运却鲜有人知。

正如当天的随船导游，他“忘记”了“军舰

岛”的罪恶史，却对“军舰岛”所在长崎市经历

原子弹轰炸的“受害”史念念不忘。

在这种对不光彩历史的“美化”和“淡化”

中，绕行“军舰岛”的海上行程结束。记者一

行下船后，身后有人冲着我们大喊，“这里没

有强征劳工的历史！”

这刺耳的声音不是出自导游，而是出自

刚刚与记者同船探访“军舰岛”的日本游客。

但无论如何掩饰和回避，历史就是历

史。罪行不容抹杀，真相不容歪曲。

（新华社东京 8月 17日电）

历史罪行不容抹杀
——日本“军舰岛”目睹之怪现状

新华社记者 刘曲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刚刚过去的

7 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排前三高的 7
月，欧洲部分地区受长时间强烈热浪影响，

南极海冰范围也降至有记录以来同一月份

最低值。世界气象组织预计，由于人类活

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未来高温热浪将越来

越频繁出现，欧洲地区的温度将比其他地

区上升得更快。

最热7月

世界气象组织说，全球范围内，今年 7
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 7 月之一，比

1991 年至 2020 年参考期高出近 0.4 摄氏

度。北半球陆地温度普遍高于平均水平。

以欧洲为例，这里大部分地区较以往更加

干燥，一些国家的降水量跌破纪录，严重打

击了当地经济尤其是农业，并增加了野火

风险。这种异常炎热和干燥的天气 8月仍

在继续。

数据显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

国部分地区 7 月均出现 40 摄氏度以上高

温，其中英国首次突破 40 摄氏度；伊比利

亚半岛最高温度超过 35 摄氏度的天数也异

常多，突显了这一地区持续性的高温。

美国也出现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三高的 7
月，大部分地区遭遇几轮白天温度超过 37.8
摄氏度的热浪，导致能源需求和高温相关疾

病病例激增。

南美洲中部和非洲南部许多地区的气温

高于平均水平，北太平洋和南极半岛附近的

海洋温度也高于平均水平。

异常干旱

高温侵袭下，欧洲大部分地区 7 月的降

水量都低于平均水平，西部局部降水已跌破

纪录，西南和东南一些地方则出现干旱。这

不仅影响当地经济，也加剧了野火蔓延的风

险。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称，从伊比利亚

半岛到黑海，包括英国和爱尔兰以及斯堪的

纳维亚半岛南部，以及俄罗斯西部和高加索

地区的部分地区，降水量、土壤湿度和相对湿

度都持续低于平均水平。

当地降水记录显示，法国和英国部分地

区经历了最干旱的 7 月，其中法国当月全国

平均降雨量比 1991年以来 7月的平均值下降

84%。过去几个月里，由于热浪和缺乏降水，

持续严重干旱正影响许多地区的农业和能源

管理。西班牙、希腊和捷克等多地的干旱天

气导致野火蔓延。

北美大部分地区也比平均水平更干燥。

据 8月 2日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美国半数以

上地区都处于干旱状态，西部和南部平原地

区野火肆虐，从今年 1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全

美超过 231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接近往年平

均水平的 1.5倍。

高温持续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至少在欧洲部分地

区，8 月仍将继续高温少雨的趋势。英国气

象局 8月 9日发布极端高温警告，预计英格兰

南部地区的温度将升高，但不会像 7 月份那

样极端高温。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南部温

度比往年同期正常温度高 3至 5摄氏度。

世界气象组织欧洲区域气候监测中心 8
日发布的报告预计，未来 4周内，伊比利亚半

岛、地中海西部、意大利、法国、英国南部、中

欧、黑海西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热浪。

未来两周内，西欧和中欧、意大利、巴尔

干半岛和土耳其西部的降水将低于正常水

平，除了短暂雷暴外，大部分地区每周绝对

降水总量将低于 10 毫米。降水不足将导

致干旱，会发生森林火灾等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

说，这种热浪天气将越来越频繁出现，“我

们将看到更强烈的极端天气情况。我们向

大气中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这种负面趋

势将持续几十年。我们还没有能够在全球

范围内减少排放。我希望这给各国政府敲

响警钟”。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

出，欧洲地区温度将比其他地区上升得更

快。在地中海地区，如果全球变暖超过 2
摄氏度，预计到 21世纪中叶将出现一系列

令人担忧的情况，如极端温度、干旱天气增

加、降水减少、野火肆虐、积雪减少等。21
世纪的热浪将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

高温干旱也对人类健康提出新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环境、气候变化和健康

事务的官员玛丽亚·内拉表示，如果热浪

再加上严重污染，特别是在那些缺乏高温

应对手段的大城市中，人们患呼吸道和心

血管等疾病风险将加剧。气候变化正在

严重影响人类健康。 （据新华社电）

高温热浪频繁现 欧洲升温或更快

董沛

这是一个迟到 50年的道歉——日前，美国奥斯卡主办方

终于向印第安女演员“小羽毛”萨钦致歉。

“因为 1973 年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您遭受谩骂是毫无

根据的，您所经历的情感负担以及在职业生涯所付出的代价

是无法弥补的。长期以来，您表现出来的勇气始终没有得到

认可。为此，我们向您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真诚的敬佩。”

据称，这封道歉信将于今年 9月 17日，在美国电影艺术与

科学学院电影博物馆的相关活动上公开宣读。

“小羽毛”萨钦的父亲是北美洲的原住民。在萨钦年少的

时候，一次旅行到密西西比州，她看到了专供印第安人使用的

“黑色”饮水机和标有“禁止狗或印第安人入内”的标语。这促

使她后来加入了美洲原住民维权运动。

1973年，著名影星马龙·白兰度因《教父》电影中的表演，

成为当年度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获奖者。马龙·白兰度同情印

第安人在美洲的不幸遭遇，计划拒绝领奖，以抗议美国司法

界、影视行业对于印第安人的歪曲和不公。

“小羽毛”萨钦成为马龙·白兰度的最佳合作人选。他找

到萨钦，请她代替他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并当场宣读他不愿

意接受奖项的演讲词。萨钦接受了马龙·白兰度的邀请，却在

典礼现场遭遇到了阻挠，她被限制只能做一个一分钟的发言，

而马龙·白兰度的“檄文”长达 14 页，萨钦只得当众宣读了其

中重要的几句。在演讲当中，还有一位男演员试图冲上台去，

对她进行攻击。演讲过程中和演讲结束后，她遭到了嘘声和

种族歧视性的“问候”。

奥斯卡典礼事件结束后，“小羽毛”萨钦遭遇了更多的批

评和麻烦，职业生涯受到严重伤害，萨钦说自己被好莱坞社区

列入黑名单并受到威胁。

对于奥斯卡主办方的道歉，“小羽毛”萨钦表达了自己的

宽容，她说，“我们印第安人是非常有耐心的人，才 50 年而

已！”“看到从 50 年前我拒领奖杯到现在，发生了如此大的变

化，我感到非常振奋。”

但是，就在耗尽 50年时间等到一个道歉的“小羽毛”萨钦

感到“振奋”的同时，美国的种族歧视却仍在不断扩大之中。

原住民、非洲裔、亚裔等族群，依旧是今天美国种族歧视者可

能攻击的目标。

美国南加州大学非营利性新闻机构 Crosstown 当地时间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奥斯卡主办方所在的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警察局接到的仇恨犯罪案数量为

349起，超过去年同期，也是 2020年同期数据的两倍多。

而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则显示，2020 年美国的仇

恨犯罪数量，已经上升至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针对

非洲裔和亚裔的袭击事件增幅最大。

即使如此，专家们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所能够记录和确

认下的犯罪，仅是冰山一角。2005 年至 2019 年，美国司法部

调查了 1800 多起疑似仇恨犯罪案件，最终只对其中 17%提起

诉讼。有报道分析称，官方公布的仇恨犯罪统计数据难以真

实反映美国种族主义现状。

美国全国亚太裔律师协会的执行董事普兰达尔也曾表

示，“大多数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都不是暴力的，它们

是歧视性的、痛苦的，它们影响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即使

它们没有造成身体伤害，创伤和情感伤害也一样深。”

一个迟到50年道歉的背后

这是8月15日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拍摄的向日葵田。
受高温影响，克罗地亚萨格勒布遭遇干旱。

新华社发（Pixsell图片社，达沃尔 摄）

这是8月15日用无人机拍摄的干涸的西班牙锡哈拉水库，上世纪50年代因水库落成而
被淹没的梅斯塔古桥重见天日。西班牙今年夏天经历多轮热浪。由于高温和缺乏降水，全
国水库蓄水量不足40%。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8月16日，顾客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家超市选购食品。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当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加拿大2022年

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7.6%。
新华社发（梁森 摄）

加拿大7月CPI同比增长7.6%

8月17日，印度尼西亚空军飞机编队呈“77”字样飞过首
都雅加达的民族独立纪念碑上空。

当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独立 77 周年庆祝活
动。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

新华社发（祖卡南 摄）

庆祝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