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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政坛强人复出能否有所作为
毕振山

8月31日，刚刚当选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的李在明遭遇打

击，其夫人以渎职、违反《选举法》的罪名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针对前政府的审计和司法调查一直

在继续，有韩国媒体担忧前总统文在寅难逃下台即被清算的

“魔咒”。同为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能为文在寅做些什么？

8 月 28 日，共同民主党在韩国首尔举行全国大会，选举

新党首。结果，57 岁的李在明以 77.77%的得票率成功当选，

超越前总理李洛渊，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党首。

据韩国媒体报道，共同民主党此次党首选举结合了党员

投票、代议员投票、普通民众民调和普通党员民调等结果，李

在明在这四项中均获得绝对优势，可谓强势当选。

李在明在当选后表示，将带着“非死即生”的重大使命感

尽职尽责，带领共同民主党赢得两年后的国会议员选举、4年

后的地方选举和 5年后的总统大选。

虽然李在明的讲话看起来信心满满，但过去半年他本人

和共同民主党的经历表明，想要赢得胜利并没有那么容易。

今年 3 月，在韩国第 20 届总统选举中，作为共同民主党

候选人的李在明获得 47.83%的选票，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

锡悦得票率为 48.56%，李在明遗憾败北。此后，为承担败选

责任，李在明暂时引退，共同民主党领导层也集体辞职。

不过仅仅两个月后，李在明决定复出，宣布参加 6 月的

国会议员补选。这在韩国政坛并不多见。李在明当时表示，

他将承担大选败选的责任，但考虑到共同民主党的选情，决

定复出帮助该党创造希望，赢得胜利。共同民主党当时也

称，邀请李在明参选就是为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

然而，6月的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共同民主党再次

遭遇惨败。在 17 个地区领导选举中，共同民主党仅仅赢得 5

个地区。李在明本人则顺利当选议员。对此，共同民主党内

部有声音认为，作为选举对策委员长的李在明应该为此次选

举惨败负责，有人甚至批评李在明“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其他

人都死了”。

尽管如此，李在明仍然在 7 月宣布将参加共同民主党党

首竞选。面对笼罩在失利中的共同民主党，李在明继续将胜

利作为口号，表示将把该党打造成能够胜选的党。

如今，李在明成功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首，表明该党确实

将他视为翻身的希望。然而，下一次国会选举要等到 2024

年，李在明的党首任期只有两年。在这两年内，李在明能做

些什么？

或许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李在明和共同民主党 5 名新任

最高委员，在 8 月 29 日拜访了该党前总统文在寅。双方会谈

了约一小时。据韩媒报道，文在寅祝贺李在明当选党首，并指

出韩国执政党近来表现不好，民主党要重燃希望，增强团结。

的确，党内团结确实是李在明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

2017年，李在明曾在共同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中败给

文在寅，由此两人产生不睦。今年的大选，文在寅是否全力

支持李在明也曾引来外界疑问。虽然现在文在寅已经下台，

但共同民主党内依然存有对李在明不满的声音。这次文在

寅和李在明的会谈，或许可以给李在明减轻一些阻力。

除了加强党内团结，重新赢得民心，从长远来看似乎是

李在明更为重要的任务。

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的失败，说到底还是韩国民众对共

同民主党 5 年执政存在不满，而李在明也未能提出令民众满

意的解决方案。

目前，共同民主党虽然沦为在野党，但仍然是国会第一

大党。而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真实计量器”最新的民调结果

也显示，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为 45%，领先于执政党国民力

量党的 39%。这意味着，李在明领导下的共同民主党，仍然

可以在韩国政坛发挥不小的作用。

就在 8 月 30 日，总统尹锡悦邀请李在明进行通话，双方

进行了 3 分多钟的电话通话。尹锡悦祝贺李在明当选共同

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则提议双方就有分歧的问题协调立场。

双方同意就涉及民生的立法问题进行合作。

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在明分别与前总统文在寅和现总统

尹锡悦进行沟通，表明其当前仍然采取与各方接触和合作的

态势。但是，未来共同民主党不可能一味配合执政党施政，

因为这样只会增加执政党的政绩。如何展示自己的政策，以

在野党的身份获取民众认可，或许才是对李在明和共同民主

党的考验。

梁凡

自 6 月以来，巴基斯坦频降暴雨，引发

了被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称为该国“历史

上最严重的一次”洪灾。而与此同时，中东

等沙漠干旱地区，竟也遭遇了因暴雨引发

的洪水灾害。

这个夏天的北半球，一边是大范围出

现的高温干旱，一边则是部分地区遭逢罕

见的暴雨洪灾。有专家认为，在这两种看

似截然相反的气候现象背后，都有着全球

气候变化的“影子”。

一

据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 8 月 30 日

的数据，自 6 月中旬至今，巴基斯坦因季风

降雨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至 1162 人，受伤

人数为 3554 人，超过 3300 万人受灾。

数据显示，暴雨和洪水造成巴基斯坦

全国 5063 公里公路、243 座桥梁损毁，超过

105 万座房屋倒塌或部分毁坏。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称，这次洪灾是

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巴气候变化

部部长谢丽·拉赫曼表示，目前巴基斯坦全

境的三分之一已经被洪水淹没。

受季风影响，每年 6 月至 9 月为巴基斯

坦的雨季，降水量大，时常发生洪涝灾害。

但据《纽约时报》报道，巴基斯坦这段时间

的降雨量几乎是该国 30 年内平均水平的 3
倍。今年巴基斯坦东南部信德省的降雨量

为正常水平的 784%，而西南部的俾路支省

则为 522%。

拉赫曼说，今年巴基斯坦正经历第 8 次

季风降雨周期，而往年巴基斯坦一般只有

3~4 个周期。

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

长阿赫桑·伊克巴尔 8 月 29 日表示，根据初

步估计，该国洪灾导致的损失超过 100 亿美

元，可能需要 5 年恢复和重建。

然而，更糟糕的可能还在后面。拉赫

曼和气象学家提醒，预计 9 月将有更多降水

侵袭巴基斯坦部分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发

言人斯特凡纳·迪雅里克 8 月 29 日在新闻

发布会上警告：“随着更多持续性降雨到

来，情况预计会恶化。”

二

今年夏天，就在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干

旱之际，以干旱著称的中东多地，竟遭遇了

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7 月末至 8 月初，阿

联酋多地遭暴雨侵袭，引发了城市内涝和

山洪。有着“中东最大石油枢纽”之称的阿

联酋富查伊拉港一度被迫停业。

据阿联酋官方统计，截至目前，大雨引

发的洪水已造成 7 人死亡，另有 800 多人被

救援人员从洪水中救出，3897 人被安置在

沙迦和富查伊拉的临时避难所。

阿联酋全境几乎均为热带沙漠气候，

沙漠占其总面积的 65%，全年干旱少雨。全

国平均年降雨量约 100 毫米，且多集中于 1
月至 2 月份。

阿联酋国家气象中心表示，阿联酋部

分地区 7 月末的降雨量远超历史同期，雨量

为近 30 年之最。

遭到同一波强降雨侵袭的不仅有阿联

酋，中东地区的阿曼、卡塔尔、伊朗和沙特

阿拉伯等国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据伊朗红新月会救援组织消息，7 月末

暴雨引发的洪水导致该国多地房屋被淹，

道路和桥梁受损，伊朗全国 60 个城市、140
个城镇和 500 多个村庄中的约 8300 万人受

到洪水影响。

从 7 月中下旬以来，也门全国大部地区

持续遭强降雨天气影响，至今已经持续了

一个月，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

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此前表示，强降水

和由此引发的洪水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有

关。全球变暖导致了更猛烈的降雨，这使

得“超级洪水”更有可能发生。

有专家指出，巴基斯坦此次暴雨洪灾

事件的背后成因，主要是西南季风在南亚

地区、特别是阿拉伯海北部异常强盛，且持

续时间长。大量西南季风北涌，携带来自

热带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与来自大陆的干气

流反复在巴基斯坦地区辐合，从而造成了

多轮极端强降水。

而根据 2021 年的一项研究，正是全球

变暖使得南亚季风变得更强烈、更不稳定，

全球气温每上升 1 摄氏度，降雨量就会增加

5%。而自 2010 年以来，巴基斯坦便经常遭

受洪水、热浪和野火的袭击。

有专家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和气候变

化，同样是中东地区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

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引发季风波动外，全球变暖造成

的冰川融化，也是巴基斯坦此次洪灾的一

个重要背景。

巴基斯坦拥有世界上除南北极外最多

的冰川，总计约有 7000 座。今年三四月份，

巴基斯坦遭遇罕见高温侵袭，北部大量冰

川融化并形成 3000 多个冰川湖。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年内已

经发生至少 16 起与高温有关的冰川湖溃决

洪水，此前平均每年只有 5 起或 6 起。

严若玮

近期，在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和乌克兰危

机等因素叠加影响下，拉美经济遭受强力冲

击，增长前景黯淡，风险敞口不断扩大。更令

人担忧的是，各国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收效

甚微。今年余下时间内，地区经济恐将继续

面临严峻考验。

三重危机笼罩地区经济

总体来看，拉美经济目前面临三重危机。

一是增长预期不佳加之通胀仍未见顶引

发“滞胀”风险。

一方面，拉美整体经济增长呈现颓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今年

经济增速为 3%，是为数不多的低于发展中国

家平均值 3.6%的地区之一，甚至低于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3.8%）。而地区最大经济体巴

西（1.7%）和墨西哥（2.4%）在各地区主要经济

体中的排名也几近垫底。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和美联储紧缩政

策分别对供应链和汇率造成冲击，造成地区

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货币大幅贬值，通胀压

力加剧。

截至 7 月，阿根廷年化通胀率达到 71%，

创三十年来新高，增速位列全球之首，其央行

预 测 今 年 全 年 通 胀 率 或 超 90% 。 智 利

（13.1%）、哥伦比亚（10.21%）、巴西（10.07%）、

秘鲁（8.74%）等国的通胀表现也不甚理想。

二是债务压力陡增，使本就不乐观的财

政状况雪上加霜。

今年拉美地区外债总量增长率预计为

3.4%，高于发展中国家 2.8%的平均水平；到

期债务金额 5416 亿美元，占地区 GDP 总额

的 10.22%，仅次于受乌克兰危机严重影响的

欧洲发展中国家。

三是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对于生产供给能力较弱、贸易结构依赖

性和脆弱性较强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而

言，食品和油气价格的飙升使粮食和能源安

全受到威胁。目前，海地食品通胀率已接近

30%，尼加拉瓜、巴巴多斯、哥斯达黎加等国

也在 20%附近徘徊。

外部依赖导致发展难题

拉美目前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状况，很

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高度外向型的经济结构。

一方面，在多年的发展惯性中，出口贸易

成为地区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今年的地缘政

治冲突导致国际供应链中断、贸易往来减速，

影响了地区的出口产业，使增长急剧放缓；另

一方面，拉美在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地区的同

时也有较大的食品、能源进口需求。

在出口遭受冲击和进口成本增加的双重

挤压下，地区能源赤字和贸易逆差扩大，通胀

压力加剧，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更令人担忧的是，多国竭尽所能屡次大

幅加息，不但未有效抑制通胀，反而引起了财

政赤字扩大、外储减少、消费水平降低等负面

效应。

由于拉美本轮通胀属于输入性通胀，其

根源问题在于疫情后消费需求的大量释放和

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国际供应链中断，而加

息作为货币手段对需求本身影响不大，也难

以解决供应端产生的问题，因此对通胀的抑

制效果有限。

就债务问题而言，地区多国利率同美元

挂钩，且美元债务占比较高，例如阿根廷就有

超过 70%的公债美元化，国家经济状况受美

元汇率影响较大。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外溢效

应在拉美强烈发酵，引发资本回流美国，地区

本币贬值，偿债成本上升。

此外，作为拉美最大贸易伙伴，当前美经

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地区国家出口贸易，影响其外汇收入，使偿债

压力进一步加大。

困境之中需要寻找出路

在疫情给拉美经济带来的阴影仍未消散

的情况下，今年余下时间拉美经济恐将持续

承受压力。

首先，目前地区各国通胀压力持续加大，

不得不继续加息，但已居高位的基准利率和

加息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却限制了政府下

一步的政策调整空间。

其次，高赤字叠加高外债使部分国家陷

入资不抵债的境地，主权债务违约“一触即

发”。

以最有可能率先“爆雷”的萨尔瓦多为

例，其去年投入大量财力采用比特币为法定

货币，却不幸押错赌注。今年比特币币值暴

跌过半，政府恐将“竹篮打水一场空”，还需面

对明年年初 8亿美债到期的紧迫现实。

阿根廷虽于今年年初同 IMF 达成债务

重组协议，但根据协议要求，阿政府需在今年

提高外汇储备并降低财政赤字和货币融资。

然而阿近期已有两名经济部长遭撤换，目前

外储严重不足，央行今年向财政部的累计拨

款也险些超过 IMF 融资要求，财政局面可谓

混乱，不排除陷入史上第十次违约的可能。

随着新一轮大选周期的临近，地区的政

治变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易相互催化影

响，形成循环作用的局面，影响金融市场环境

稳定和投资者信心，导致通胀预期加大，低迷

状况持续。

总体来看，拉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仍然较多，对长期复苏构成严重挑战。只有

加快产业升级，调整债务和税收结构，找到可

持续发展道路，减少外部依赖，才有可能在多

重困境中找到出路。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

加勒比研究所）

三重危机笼罩拉美经济

拉美经济目前面临滞胀、债务、粮食和能源安全等三重危机。这与拉美多国外向型的

经济结构导致其对外部环境依赖较大有关。对地区国家来说，只有加快产业升级，减少外

部依赖，才有可能在多重困境中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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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的北半球，一边是大范围出现的高温干旱，一边则是部分地区遭逢罕见的暴雨洪灾——

联合国报告说美国有色人种和
少数族裔持续面临系统性歧视

西班牙小镇上演
“西红柿大战”

0.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第二季度该组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与第一季度

持平。

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七国集团 GDP 环比增长 0.2%，其中

美国和英国二季度经济均下跌，其余五国经济有不同程度的

增长。

第二热

法国气象局近日表示，今年夏天成为法国自 1900年有相

关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夏季，仅次于2003年。据法国媒体报道，

6月至8月法国先后遭遇三轮热浪，共出现33天极热天气，多地

创下高温纪录。

法国气象局称，受气候变化影响，过去十年法国有超过一半

的夏季跻身法国最热夏季前十名。如果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

2050年以后，类似今夏这种天气或将成为夏季常态。 （郭济 辑）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30日电（记者聂晓

阳 陈俊侠）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30
日发布对美国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的情况进行审议的结论性报告，指

出过去几年美国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事件显

著增加，与种族有关的枪支死伤人数大幅增

加，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在医疗、教育、住房

等领域持续面临系统性歧视。

报告说，美国执法人员对有色人种和少

数族裔群体过度使用暴力并逍遥法外的情况

仍然存在；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人士在美国

司法系统中被逮捕、监禁和长期虐待的情况

突出。

报告说，美国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孕产

妇死亡率和发病率比其他群体更高，她们面

临更高的意外怀孕风险。此外，在美国，就感

染率和死亡率而言，新冠疫情对有色人种和

少数族裔人士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更大的负

面影响。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8月 11日到

12 日对美国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

际公约》的情况进行审议。

12 日当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人权项

目主任贾米勒·达克瓦尔在发给记者的邮

件中说，此次对美国履约情况的审议“毫不

含糊地指出，美国在反种族主义条约所涵

盖的几乎所有涉及种族正义的问题上都失

败了”。

在德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迎来3岁生日

8月31日，在德国柏林动物园，大熊猫“梦想”准备享用“生
日桶”。在德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兄弟“梦想”和“梦圆”8月
31日在柏林动物园迎来3岁生日。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8月31日，在西班牙布尼奥尔举行的“西红柿节”上，人们参加“西红柿大战”。每年8月
最后一个星期三，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的布尼奥尔小镇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西红柿节”。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