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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中前行

1 月 6 日 ，大 批 支
持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示威者强行闯入美国国
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造

成 5 人死亡多人受伤。骚乱意
在以暴力手段阻止美国总统权

力的有序过渡，被视为美国历史上
影 响 最 深 远 的 本 土 暴 力 极 端 事 件

之一。
血腥暴力在美国最高政治殿堂上演震

惊世界，凸显美国社会分裂鸿沟，打破“美式
民主”幻象。人们更清晰看到，“美式民主”已沦

为美国政客煽动民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工具。

拼凑“民主峰会” 沦为一场闹剧

12月9日至10日，美国政府拉帮结派，举办所谓
“民主峰会”，会议规模之寒酸、过程之草草、成果之寥
寥，相比美方会前官宣的“大饼”实在大打折扣。打着
民主旗号，在世界上划分阵营、制造分裂，意在维护美
国的霸权地位。多国人士指出，所谓“民主峰会”本身
就不民主，是一场挑动分裂对抗的闹剧。极具讽刺意
味的是，这场美国主导的闹剧，恰恰是在近年来“美式
民主”制度弊病不断暴露、乱象层出不穷、幻象屡被刺
破的背景下举办的。

种族主义严重 亚裔深受其害

一段在美国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监控视频显示，今
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名84岁的泰国老人
行走时被人推倒在地，随后死亡。美国华裔篮球明星
林书豪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他也未能免于在球场

上被称为“新冠病毒”。据皮尤研究中心4月公布的
一项调查结果，亚裔美国人中超八成表示他们面临越
来越多的暴力，近一半表示自去年以来经历过种族歧
视事件，三分之一表示害怕受威胁或人身攻击。这些
数字揭示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痼疾。种族主义不
仅给美国少数族裔带来巨大痛苦，更让美国社会撕裂
进一步加剧，对立进一步加深。

枪支暴力频发 加剧社会分裂

达雷尔·布鲁克斯11月21日驾驶一辆运动型多功
能车冲入节日游行队伍，导致5人死亡，另有48人受
伤，包括6名伤势危重的儿童。布鲁克斯驾车冲撞人
群事件发生两天前，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的一家法院
19日判处开枪致死2人、致伤1人的白人青年凯尔·里
滕豪斯无罪，引发关于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的巨大争
议。法新社认为，包括里滕豪斯案在内的近期多起案
件暴露出美国社会在种族、枪支及社会问题上的撕裂。

“美式民主”闹剧
社会撕裂严重

“美式民主”是在美国国情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民主，既不具备普遍性，也日益显现斑斑锈迹。在美国国
内，各种乱象丛生，民生恶化，社会撕裂严重，贫富与阶层对立加剧，人权与种族问题凸显。一年来，美国各
地枪杀案不断，打砸抢烧成为美国街头的“风景线”，针对亚裔的歧视、骚扰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
总统拜登12月7日举行视频会

晤，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俄美在乌
克兰问题上展开多轮博弈。此次会

晤，双方态度强硬，各说各话。而俄罗
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12 月 1 日表

示，俄罗斯将以对等方式回应美国驱逐俄
驻美外交人员。此前，美国要求55名俄外交

人员于2022年1月和6月分两批离开美国。今
年4月，美国政府以俄罗斯进行网络袭击、干预

美国选举等“恶意活动”为由，宣布对俄实施大规模
制裁并驱逐俄外交人员。

俄西矛盾重重 关系不断恶化

11月1日起，俄罗斯暂停俄常驻北约代表团工作，以回
应北约驱逐俄外交官。由于美国长期抱守冷战思维，联合盟

友不断向俄施压，今年以来俄与美欧在乌克兰、网络安全、所谓

“干预美国选举”等问题上矛盾重重，几度相互驱逐外交官。美俄
领导人今年两度会晤，但双方关系未出现明显改善。俄与西方
后又在白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边境难民危机等问题上出现
争执，双方关系持续紧张。

法国遭遇“捅刀” 西方裂痕加深

在美国主导下，美英澳三国9月15日宣布建立新
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
艇部队，澳将与美英合作在澳建造核潜艇。澳方
同时撕毁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数百亿美元潜
艇大单。按照计划，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
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核潜艇技术属于高度
敏感的军事机密，美国极少将这一技术分
享给盟友。事实上，美国只在上世纪将
核潜艇技术分享给了英国。因此，这
个项目可以说是美国对澳大利亚“非
常特殊的安排”。法国愤怒谴责三
个盟友“背后捅刀”“撒谎”，史无
前例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
大使。

大国多轮博弈 关系紧张难解

疫苗接种助力全球阻击疫情

12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已接种
超过86亿剂新冠疫苗。大规模疫苗接种助力全球阻

击疫情，但“免疫鸿沟”亟待消除。中国克服自身
困难全年努力对外提供约20亿剂疫苗，一些西

方国家却大搞“疫苗民族主义”。病毒频繁变
异，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毒株先后来袭；疫情

起伏反复，全球累计病例和死亡病例已
分别超过2.8亿例和540万例。

美国疫情居首
成矛盾放大镜

临近2021年年末，一系列
数据都给美国疫情防控再次

敲响警钟：美国12月28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51万，为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美国累计确诊病例
超过530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97万例，这两
项数据依然是全球最高。此外，单周新增儿童新冠确
诊病例数已连续20周超过10万例。最新报告显示，
新冠成为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美国民众的第三大死
因。舆论认为，疫情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
领域矛盾的放大镜和催化剂，令美国医疗体系长期
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暴露无遗。

奥密克戎突袭 抗疫遇新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11月26日将奥密克戎毒株列为
“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呼吁各国加强监测与测序
工作。这一最新变异毒株11月9日在南非被首次确
认，24日首次报告给世卫组织。26日，比利时报告发
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随后德国、意大利、法
国、爱尔兰、罗马尼亚、荷兰、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
家出现了该毒株。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12月22

日，奥密克戎毒
株已传播至全球
110个国家和地区。

东京奥运延期
创下多项“纪录”

自2020年宣布延期后，
外界对东京奥运会始终存在
着再度延期乃至取消的猜测。7
月 23 日，东京奥运会就是在这种
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下揭开了大
幕。整个东京奥运会期间，与会人员
共发现新冠阳性病例436人。本届
奥运会创下了百年奥运史上首
次延期举行、首次空场办赛、
首次自助颁奖等多项“历史
纪录”。

疫情波及世界 多国受到影响

美军撤离阿富汗
漫长战争留下灾难

8月30日，美军全部撤离阿富
汗，美国发动的长达 20 年的阿富汗

战争以失败告终。美军不顾盟友仓促
撤离引发阿局势震荡，野蛮空袭造成包

括儿童在内的多名阿平民死亡，其自私霸
道本性再次暴露无遗。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

长的战争令阿富汗生灵涂炭，累计有3万多名
阿平民被美军杀死或因战乱丧生，约1100万人
沦为难民。长年战乱导致当地民生凋敝，约四
分之三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美军不负责任
一走了之，给阿富汗人民留下深重灾难和巨大

痛苦。

后默克尔时代 德欧面临考验

12 月 8 日，朔尔茨当选新一任德国
总理，与其前任、执政16年的默克尔正

式交接，德国及欧盟进入“后默克尔时代”。默
克尔在任期间，带领德国取得显著发展成就，发
挥协调作用推动欧盟前行，致力于对华友好交
往与务实合作。她离开政坛之时，欧盟正面临
多重严峻考验，新冠疫情蔓延反复，经济复苏艰
难曲折，英国“脱欧”后遗症显现，欧洲一体化势
头疲软。在欧盟寻求真正“战略自主”的道路
上，默克尔的务实理性作风尤显可贵。

核污染水排海 日决定遭反对

2021年9月，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宣布建
立新的军事伙伴关系，并合作建造核动力潜
艇。为此，澳大利亚撕毁了与法国的潜艇合
约。美英澳此举明显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构成巨大核扩散风险，严重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
忧和反对。今年 4 月，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将
福岛核污染水向海洋排放，遭到国际社会一致
反对。

土现外交危机 西方国家“服软”

10 月 23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令宣
布，美国等 10 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10
月 18 日，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挪威、
瑞典、丹麦、荷兰、芬兰和新西兰等10国
驻土大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土耳
其立即释放被土方指控参与2016年
未遂政变的卡瓦拉。10 月 23 日，
土耳其正式下“逐客令”，使土
耳其与西方关系陷入近20年
来最严重危机。随即美驻
土大使馆表示，美方不干
涉土耳其内政。法德等
国驻土大使馆转发
美方声明。这场外
交危机在西方
的“ 服 软 ”中
收场。

地区热点频发 形势起伏跌宕

经济逐步复苏 预期走向不明

回顾2021年，“复苏”成为世界经济主攻点，承载各国
对发展的迫切期待，却遭遇超出预期的多重坎坷。一方面，
经济增长、贸易投资、消费需求显著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最新预计，在去年下滑3.1%后，2021年世界经济将
增长5.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
外国直接投资超预期反弹，今年全球贸易量有望创下历史

新高。另一方面，经济复苏堵点更分散、痛点更持久、难点
更复杂。疫情起伏反复，严重干扰预期走向。不少国家

经济和防疫政策摇摆不定，增长预期呈现宽幅震荡。

货轮堵塞运河 暴露经济脆弱

3月23日，一艘货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
浅堵塞航道，一度阻断约 12%的全球贸易流

通。2021年，种种现象暴露出世界经济脆弱
性：物流梗阻、运费暴涨，供应链承受压

力；芯片稀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产业
链受到冲击；债务攀升、流动性泛滥，

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复苏分化、贫富
差距扩大，发展鸿沟加深……这既

反映出疫情影
响复杂深远，也
和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流有关，警示各
国须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主要经济体要展现
责任担当，共同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

全球通胀加剧
发展失衡加深

11月，欧元区和美国通胀率同
比涨幅分别创下25年和39年新高，远
超设定目标；天然气等能源价格飙升，叠
加港口物流罕见拥堵，进一步加剧通胀预
期。发展失衡加深，破坏增长可持续性。IMF
多次警告全球复苏分化风险，认为发达经济体
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鸿沟不断扩大。世界银
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赖因哈特说，当前
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国家属于少数，近九成低
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经济逐步复苏 前路仍有风险
供应瓶颈持续、全球通胀加剧、发展失衡加深、货币政策转向……2021年，世界经济从新冠

疫情的历史性冲击中逐步复苏，但前行路上仍然充满风险和挑战。

美国航天局4月19日
宣布，“机智”号无人直升机
成功完成了火星上的首次
飞行，这是人造航空器首次
在另一个行星上受控飞行。

“机智”号完成了持续约40
秒的火星首飞，在垂直上升
3米后，执行了悬停、下降和
着陆等所有设定动作。图为
美国“机智”号火星直升机
在火星表面飞行。

火星直升机完成首飞

这张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
超新星爆发的景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
究人员日前发表公报说，
他们与多国研究人员合
作，捕捉到了超新星爆发
的“最初景象”。这是天文
学家第一次细致地观测到
完整的超新星爆发过程，
有助于研究宇宙起源。

超新星爆发首次全程“曝光”

英欧分手前景不明、拜登上台挑战不断、美俄关系仍难破冰，法英龃
龉不断、乌克兰局势胶着……回首跌宕起伏的2021年，世界局势波诡云
谲，大国关系仍是紧张难解。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月29日16时14分（北京时间23时14分），全球确诊
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351175例，达到281808270例；死亡病例增加7605例，达到5411759例。从德尔塔毒株到
奥密克戎毒株，对变异新冠病毒的担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少国家经济和防疫政策摇摆不定。进入2021
年，世界拥有了疫苗等应对新冠疫情的新工具，但同时也面临病毒变异等新挑战。

全球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冲突、混乱、争端交织蔓延持续加剧。老问题未曾解
决，新问题层出不穷，新老问题相互交织下的2021年全球地区局势，充满了动荡与不确
定性。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 12 月 22 日批准首款可
紧急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
染的口服药物。美国辉瑞
公司生产的这款口服药物
名为 Paxlovid，由两种抗
病毒药物组成，用于治疗
患新冠轻症至中症的成人
和12岁及以上儿童，以及
具 有 较 高 重 症 风 险 的
人群。

新冠口服药成战疫新“武器”

在澳大利亚大堡礁进行的
第二轮试验中，科学家用涡轮
机把海水喷洒到空中。

为延缓大堡礁珊瑚白化速
度，澳大利亚科学家尝试将海
水喷洒到空中，制造“海水云”，
为珊瑚礁遮挡阳光。大堡礁纵
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是世界
最大珊瑚礁群。受全球气候变
暖等因素影响，大堡礁近年多
次出现大规模珊瑚白化。

制造“海水云” 保护大堡礁科
技
之
光

这是4月30日在荷兰
埃因霍温拍摄的一座 3D
打印房子的内部。

这座房屋由 24 个打
印的混凝土部件组成，这
些部件在艾恩德霍芬的一
家工厂逐层打印。完成的
部件通过卡车运到施工现
场，放置在地基上。随后
再安装屋顶和窗框，进一
步完成整栋房屋的建造。

3D打印住宅入驻首批住户

刊首语

普拜各说各话
美俄互逐官员

国会大厦骚乱
打破“民主”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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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时代之问”催答，考验智慧担当。
这一年，新冠疫情警报不断，地缘博弈复杂激烈，安全

形势起伏跌宕，经济复苏步履艰难。全球政治、经济、安全、
社会等领域的康复前景被新的迷雾笼罩。

这一年，霸权主义有恃无恐。美国跨 17 个时区搞军
演，在地中海、南海、东海等区域大秀肌肉。在黑海，美国把

“海上微风”军演刮成破坏地区安全的“黑旋风”。叙利亚、
也门、利比亚战事未平，巴以冲突再度激烈。在阿富汗，美
军一走了之，留下巨大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安全黑洞。

这一年，拉帮结派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以各种旗号拉
山头、砸场子、搞小圈子、拉花名册。“五眼联盟”窥探窃密威
胁地区安全，美日印澳大搅浑水、大搞演习，美英澳合伙把
地区和世界拖入核扩散危险之中。更有人以意识形态划
线，搞所谓“民主峰会”，却因自身的斑斑劣迹落得贻笑
大方。

这一年，对话合作为全球发展聚共识、化分歧。格拉斯
哥气候变化大会，谈判艰难，但各方最终就《巴黎协定》实施
细则形成共识。停滞不前的伊核谈判迎来新的开局和契

机。中、美、俄、欧进行多次各层级对话，寻求沟通交流、
避免大国关系失速失控。

这一年，人民至上理念备受关注。在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罗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
念，强调要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不让
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这一年，消弭四大鸿沟任重道远。百年大变局与世纪
大疫情叠加作用下，疫苗鸿沟、数字鸿沟、碳排放鸿沟和贫
富鸿沟交织缠绕。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发出“消除数
字鸿沟”“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中国
更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丽之歌，为国际社会展示了消
除贫富鸿沟的伟大实践。

这一年，全球发展倡议应运而生。“坚持发展优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中国呼吁各方共同
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穿越迷雾，勇毅前行。社会发展的走向，历史大潮的流
向，人类进步的方向，明晰可见。

11月11日在波兰库伊尼察拍摄的非法移民儿童。今年8月以来，为进入德国
等西欧国家，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成员国波兰和
立陶宛，波立两国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
3月24日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拍摄的重型货船搁浅现场。
1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外聚集。
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6日发生暴力示威。
12月28日，一名男子在美国迈阿密一处新冠检测点接受检测。
4月10日，一名乌克兰政府军士兵在乌东部顿涅茨克冲突地区执勤。乌克兰
东部地区局势再趋紧张。
8月1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民众追逐攀爬一架美军运输机。阿富汗塔
利班16日已经控制了喀布尔市全部地区。喀布尔机场外有大量试图离开的
阿富汗民众，载有外国外交人员的直升机密集起降，喀布尔机场仍比较混乱。
12月20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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