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 9月 23 日电 罗马

尼亚第九届亚洲艺术节 23 日在首都布加勒

斯特国家公园拉开帷幕，取材自中国民间

传说的动画影片《白蛇：缘起》当晚在艺术

节放映。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韩春霖在开幕式上

致辞时说，在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背

景下，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日益凸

显。本届艺术节将在展示亚洲文化生活、增

进互信与民间友谊、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希望观众们可以通过本

次活动，了解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感

受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中国。

除《白蛇：缘起》外，中国驻罗大使馆提供

的《中国古代皇家宫苑展》作为独展亮相为期

三天的亚洲艺术节。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设有各国产品展卖、

美食体验、艺术汇演、文化展览、电影节、手工

作坊等多项活动。罗马尼亚上海武术俱乐部

的当地学员将为观众进行武术和舞狮表演，

布加勒斯特孔子学院也为观众开设了文化体

验展台。

日本、印度、孟加拉国、泰国大使等外国

驻罗使节也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活动。

罗马尼亚举办第九届亚洲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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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徐永春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捍

卫者，其外交理念倡导合作而非对抗，倡导互

惠而非博弈。”长期观察中国外交的法国国际

政治问题专家布鲁诺·吉格日前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书面专访时，称赞中国为捍卫真正的

多边主义发挥着积极作用。

吉格认为，促进经贸互惠和实现共同发

展是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合作的重要特征之

一。中国开展合作始终基于对其他国家主权

的充分尊重，因此能够与许多国情不同的国

家保持友好关系。

吉格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局，冲

突风险升级，多边主义成为守护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生命线”。世界大国应当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霸权思维。

在吉格看来，美国近年来将盟友视为附

庸，妄图利用盟友遏制其他国家崛起，这种拉

帮结伙搞对抗的做法是“伪多边主义”，是美

式霸权的又一例证。

“欧洲人应该明白，盲目追随美国将损害

自身利益。欧洲的使命是成为连接西方和亚

洲的桥梁，成为共促世界交流发展的重要一

极。为此，欧洲必须摆脱美国的束缚，与过时

的大西洋主义决裂……我期待欧洲和中国之

间扩大地缘政治共识，携手促进真正的多边

主义。”

吉格期待法中两国为捍卫多边主义开展

更多合作，他说：“法中两国在维护多边主义

方面的理念契合，双方应该通过携手合作，为

构建更安全、更公平的世界作出贡献。”

吉格目前居住在印度洋上的法国海外省

留尼汪，他对中非合作有着近距离的观察。

他说，中国不干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内政。

中国在非洲帮助当地修建道路、机场和医院，

改善基础设施和民生，帮助非洲大陆为长远

发展打下基础。

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吉格说，中国自

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从未通过霸权

凌驾于别国之上。

吉格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包容和非排

他的鲜明特点。这与当今中国秉持的外交立

场一致，即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干涉内政，将多

边主义作为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一把“钥匙”。

吉格 1990 年至 2008 年在法国内政部任

职，后从事哲学教学和国际政治研究工作。

他常年关注中国，经常撰文驳斥西方媒体对

中国的污蔑，并同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

等知名人士共同撰写《开眼看中国》等著作，

通过亲历与实证向西方民众呈现一个真实的

中国。

“为真正了解中国，除广州等大城市，我

特别走访了广西、江西、云南等地的一些地

区。无论是在广州地铁站里疾行，还是在云

南乡间漫步，我看到的中国人忙碌又从容不

迫。中国人的从容，来自他们对国家不断向

前发展的自信。”回忆起自己的中国之旅，吉

格不吝笔墨。

“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朝气蓬勃，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历史遗产辉煌绚烂。”在书面

采访结尾处，吉格真诚地表示：“我正尝试学

习中文，希望借此打开更深入了解中国的

窗户。” （新华社巴黎 9月 24日电）

中国为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挥着积极作用
——访法国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布鲁诺·吉格

新华社洛杉矶9月24日电 （记者谭

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3 日更

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累计报告 24846例

人感染猴痘病毒病例（下称猴痘病例），

病例数居全球之首。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报告猴痘病例

数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为加利福尼亚

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其中加利福尼

亚州病例数达 4886例。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目前美国

日增猴痘病例较8月高峰时期有所下降，但

仍每天新增约 200例感染病例。美国的猴

痘病例总数超过全球病例数的三分之一。

5 月 18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公共卫

生部门报告今年美国首例猴痘确诊病

例。此后，猴痘病毒迅速传播至全美各

地。9 月 12 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

确认今年美国首例猴痘死亡病例。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由于检测

能力不足，美国实际猴痘病例数可能远

高于官方统计数据。美国政府应对猴痘

疫情不力招致美国舆论批评。有美国媒

体说，美政府正在重复新冠疫情期间犯

过的防控不力错误。

美国报告近2.5万例猴痘病例

据新华社巴黎 9月 24日电 （记者

唐霁 孙鑫晶）从 23日开始，包括埃菲尔

铁塔在内的巴黎多个地标建筑提前停止

夜间装饰性照明。为应对能源危机，法

国推出的节能计划令繁华的“夜巴黎”变

得暗淡很多。

根据巴黎市政府不久前宣布的节能

计划，从 23 日起，埃菲尔铁塔熄灯时间

由以往的次日 1 点提前至 23 点 45 分。

巴黎的其他一些地标建筑，如市政厅、圣

雅克塔、部分博物馆和所有区政府办公

楼的熄灯时间全部提前，即从晚上 10点

起关闭外观装饰性照明。

23 日晚，记者在铁塔脚下看到，23
点 45 分时间一到，刚刚还灯火通明、巍

峨矗立的铁塔立刻漆黑一片，隐入沉

沉黑夜之中。铁塔旁战神广场上聚集

的游客发出阵阵遗憾的叹息声。很多

一直坐在草坪上仰望铁塔的游客纷纷

起身，不舍地离去。记者来到巴黎市

政厅前，看到这里的外部照明也早已

关闭。

据《巴黎人报》报道，巴黎市长伊

达尔戈 13 日宣布，为应对能源危机，巴

黎市政府推出紧急节能计划，旨在实

现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节能 10%的

目标。

巴黎多个地标建筑提前熄灯

新华社悉尼9月25日电 （记者郝亚琳 刘诗月）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欧洲呼吸学杂志》上发

表论文说，父亲在儿童时期长时间暴露于“二手烟”环境下，其

孩子患非过敏性哮喘的风险会大幅提升。

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近日发布的公报，这项研究采

用数据来源于“塔斯马尼亚纵向健康研究”，它是 1968 年在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启动的一项关注呼吸道疾病的大规

模研究。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团队分析了 1689 名在塔斯马尼

亚州长大的孩子以及他们父亲、祖父母的健康和生活习惯

数据。研究人员将这些孩子在 7 岁时是否患有哮喘的数据

与他们的父亲 15 岁前是否成长于吸烟家庭的数据进行比

对，分析数据还包括这些孩子的父亲现在是否吸烟或是否

曾是吸烟者等。

研究发现，如果父亲在儿童时期长时间暴露于“二手烟”

环境下，孩子患非过敏性哮喘的风险会增加 59%。如果父亲

儿童时期长时间暴露于“二手烟”环境并且后来也成为吸烟

者，孩子患非过敏性哮喘的风险会更高。

研究表明，吸烟不仅损害吸烟者健康，烟草烟雾甚至可能

对吸烟者后代的健康产生影响。研究人员表示，尚不确定这

种健康影响是如何发生代际传递的，但很可能与表观遗传变

化有关。

论文作者之一、墨尔本大学高级研究员裴庭博士接受

新华社记者邮件采访时介绍，表观遗传变化会影响基因活

性和表达，这种变化不会改变 DNA（脱氧核糖核酸）序列，

但会改变身体读取 DNA 序列的方式。男性生殖细胞发育

一直持续到青春期，发育阶段长期接触烟草烟雾可能导致

男性生殖细胞发生表观遗传变化。这种变化可能遗传给

下一代，并可能影响下一代健康，包括提升罹患哮喘的风

险等。

儿童时期暴露于“二手烟”环境
增加后代哮喘风险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李光正

“日中邦交正常化来之不易，希望两国今后能够继续保持

友好。”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外孙女渡边满子 24 日在接受

新华社专访时说：“我坚信日中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光明的。”

1972 年 9月 25 日，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顾国内的压

力和反对携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前往北京，进行日中邦交正

常化谈判。9月 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中

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50 年前的 9 月 25 日，渡边满子刚刚 10 岁。“那天早上，首

都高速全线封锁，闪着红光的警视厅巡逻车无声地在前开道，

我坐在送行车队的最后一辆车里。车队安静地驶向羽田机场

的画面犹如电影镜头，至今仍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渡边回忆

道：“出发之前，每天都有反对势力游行。有一天 1000多个右

翼分子在我家附近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平日安静的住宅区

一下子喧闹起来。我从紧闭的遮雨窗缝隙中偷瞄外面，内心

无比害怕。”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大平正芳一直以来的政治夙

愿，这与日中两国历史渊源以及他年轻时在中国大陆的一

段经历有关。1939 年，大平被调至张家口工作。“在大约一

年半的时间里他走访了中国很多地区，目睹了日本军部的

蛮横暴行，从而萌生对中国的赎罪意识。也是在那时，大

平认识到，日本和中国必须不懈努力才能实现和睦相处。”

渡边说。

大平担任日本首相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政府开发援

助，还推动为中国培养日语教师，大力推进两国文化交流。

“1992 年，我陪同父母前往北京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庆典，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受到了中方热情款待。

2018 年，已去世的外祖父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时，我特

意穿上外祖母留下的带有和平鸽图案的和服前往北京领

奖。”渡边说：“我在中国切身感受到了大家对外祖父的尊重，

深受感动。”

渡边从小就立志长大后从事日中交流方面的工作，成为

一名电视制片人后，推出了不少与中国有关的大型电视节

目。渡边目前还担任日中电影节实行委员会副理事长，时常

参与日中民间和文艺界交流活动。她说，这些工作让她的“人

生得以充实”。

“我最近应邀参加了一个由年轻人发起的日中学生会

议，两国年轻人都很尊重彼此的文化。年轻人担负着两国的

未来，为他们创造可持续对话交流的环境，正是我们这些成

年人该做的事情。”渡边说：“我坚信日中两国关系的未来是

光明的。” （新华社东京 9月 25日电）

“我坚信日中两国关系
的未来是光明的”

——访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外孙女渡边满子

毕振山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提振

经济，包括大规模减税、能源补贴与开采石

油和天然气等。在分析人士看来，当前英国

通胀水平高涨，增长乏力，大规模减税等措

施虽然是为刺激经济，但也存在引发债务危

机的风险。

当地时间9月23日，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

沃滕宣布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将所得税基本税率从 20%降至 19%，取消将

公司税上调至 25%的计划，大幅削减印花税，

将年收入超过 15 万英镑的个人税率从 45%

降至 40%，推出游客退税计划等。此外，英国

政府还决定解除银行业奖金上限，以提高竞

争力。

克沃滕说，到 2026 至 2027 财政年度，整

个减税计划预计将使财政收入减少 450亿英

镑。不过他表示，此前英国陷入了低增长和

加税的恶性循环，新的减税计划将专注于增

长，实现 2.5%的经济增速。

克沃滕同时透露，政府帮助民众负担部

分能源账单的政策，在接下来 6 个月预计将

耗资 600亿英镑。英国首相特拉斯上任伊始

就宣布冻结英国家庭的能源账单，9 月 21 日

英国政府又宣布将对企业用户使用的电力和

天然气价格设定上限。这意味着家庭和企业

支付的能源费用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都

将由英国政府支付。

除了上述举措，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

略部还在 9 月 22 日发布公告，正式解除页岩

气生产禁令，并确认支持新一轮石油和天然

气许可。公告说，英国将采取一切手段增加

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新一轮油气许可预计将

于今年 10月上旬由北海过渡管理局启动，发

放超过 100个许可证。

有分析指出，特拉斯上任不足一月，即推

出冻结能源账单、大规模减税以及开采油气资

源等“组合拳”，既是在兑现其竞选首相时的承

诺，也是因为当前英国经济亟须摆脱困境。

英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 年 8 月 英 国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 同 比 上 涨

9.9%，虽然比 7月份同比上涨 10.1%的数据有

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近 40年来的高位。通胀

高企导致英国民众的实际收入下滑，生活成

本上升，罢工因此连绵不断。

与此同时，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预计，英

国经济将在第三季度环比下滑 0.1%。如果

这一预测成真，将是英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

负增长，陷入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性衰退”。

此 外 ，英 国 9 月 综 合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为 48.4，低于 50的荣枯线。9月消费者

信心指数为负 49，是 1974 年以来最低纪录。

这些迹象都表明，英国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

挣扎。

特拉斯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短期内是想

通过能源补贴稳住企业和居民，防止其生存

状况进一步恶化；长期则是希望减税能减轻

企业负担，鼓励企业生产和投资，最终推动经

济增长，用经济规模扩大来提高收入、弥补财

政损失。

然而，这些政策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那

就是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如何拿出能源补贴的

钱？目前英国政府的方法是借债。按照克沃

滕的说法，英国已经将本财年发债目标增加

约 45%。有研究机构认为，债务增加不仅将

加大英国政府的还债压力，也可能会削弱市

场对英国经济的信心。

英国国内对特拉斯政府的经济政策也

存在不同声音。前财政大臣苏纳克称，通胀

未消除就减税将给英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

果。工党则认为特拉斯政府是在“赌博”，称

这些政策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利率和银行家

奖金上涨。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刚刚在 9 月 22

日加息，将基准利率从 1.75%上调至 2.25%。

加息的目的是抑制通胀，但与特拉斯政府的

财政刺激政策矛盾。一方面是财政刺激可能

导致通胀加剧，另一方面是能源危机短期内

恐怕难以缓解，特拉斯政府期待的增长不知

能否及时到来？

特拉斯“组合拳”能否破解英国经济困境

9月25日，选民在意大利罗马的一处投票站准备投票。
意大利议会选举25日举行。推动经济复苏、处理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协调与欧盟关

系是本次选举中选民关心的三大议题。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 摄

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

9月 23日，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中部穆本德区
已累计确诊 11例埃博拉病例，包括确诊和疑似病例的累计
死亡病例达11例。

图为在乌干达穆本德区，医务人员走在埃博拉治疗中
心内。

新华社发（尼古拉斯·卡乔巴 摄）

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11例

这是9月23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拍摄的国庆烟花。

当日，沙特多地燃放烟花，庆祝国庆日。
新华社记者 王海洲 摄

沙特阿拉伯庆祝国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