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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泰国：：焚烧甘蔗田成诱因焚烧甘蔗田成诱因

持续了一周，泰国曼谷15日的
天空依然灰蒙蒙的。不得已，泰国
皇家人工降雨及农业航空局表示，
如果条件合适，准备在 15 日至 18
日部署两架飞机进行人工降雨。

美联社报道称，近日来，曼
谷空气质量已降至不健康水平。
泰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季节的变化。收获后焚
烧农田作物会在一年中的某些时
候造成严重的雾霾。泰国 《曼谷
邮报》 14日称，泰国一名环保人
士指出，许多人错误地将曼谷雾
霾的成因归咎于发动机排放、建
筑以及垃圾和草的燃烧，但烟雾
其实来自农民焚烧甘蔗田。雾霾
不仅发生在大曼谷地区，还发生
在中部平原、西部和东部，这些
地区都广泛种植甘蔗。

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他们已
就雾霾问题一事，采取紧急措施，
例如控制建筑工地、严厉检查会排
放污染气体的车辆等。曼谷市政
府发放大约1万个口罩，并限制大
卡车在市内街道行驶——泰国污
染防控部门表示，约一半PM2.5污
染来自于柴油汽车排放。泰国污
染控制管理局局长达姆隆太表示，
根据目前的天气状况，估计曼谷恶
劣的雾霾天可能会持续三个月。
他还称，泰国政府解决雾霾问题的
长期方案，包括推广电动汽车和使
用品质更好的汽油。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称，由

于空气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人们戴
口罩上街已成为曼谷寻常景象。

印度印度：：政府被指执行不力政府被指执行不力

流泪、咳嗽、甚至头疼，经历
了将近一个月雾霾困扰，新德里
15日的空气终于好多了。即便如
此，当地人对此也并没有太多乐
观的态度。美联社15日称，当各
国采取行动应对雾霾天气时，污
染通常已经到了失去控制的程
度。印度政府宣布了一项五年计
划，在全国102个受雾霾影响最严
重的城市，将空气污染水平在
2017 年的基础上减少 30%。这项
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减少田间垃
圾、柴火和木炭的燃烧，清理火
力发电和汽车尾气以及污染严重
的制砖业，控制建筑灰尘等。但批
评人士指出，这项计划在执行层面
和资金方面缺乏具体细节。

美国广播公司（ABC）14日称，
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期被世界卫生
组织评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
市之一。日前一场大雾封锁新德
里，空气质量之差以至于医生将此
定性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
地官员已经要求学校停上体育课
并暂停一切室外活动。

韩国韩国：：治霾无效又赖中国治霾无效又赖中国

韩国的重雾霾天气引发国内
舆论广泛关注，韩国 《朝鲜日
报》 15日刊发 《韩遭史上最严重
雾霾天气，PM2.5 无处不在》 文
章报道了此事。14 日韩国全国

PM2.5 浓度指数爆表，空气质量
整体处于“极差”或“差”的水
平，首尔、仁川、京畿道等地已连
续两天全面启动“雾霾天气应急减
排措施”。《韩民族日报》15日称，首
尔的空气质量从“不健康”下滑到

“非常不健康”的范围，整个城市
被雾状的烟尘和微粒覆盖。此
外，较低的湿度加上相对温暖的
气温使森林火灾的风险增加。

雾霾加剧，韩国国内再次出
现指责中国的声音。据韩联社15
日报道，韩国最大在野党自由韩
国党党鞭罗卿瑗当天批评总统文
在寅未就雾霾与中国方面交涉。
15日，罗卿瑗出席国会联席会议
时，与同党集体戴口罩摆姿势供
媒体拍照以示抗议。她指责文在
寅竞选总统时曾承诺与中方交涉
雾霾问题，但该承诺至今未兑
现。文在寅政府成立后，雾霾天
气频现，国民对雾霾的恐惧情绪
日趋严重。美联社称，多年来，
韩国曾多次遭遇这种天气，当地
的汽车尾气排放是一大问题。

对于韩国国内一发生雾霾就
指责中国的论调，韩国 《朝鲜日
报》 15日评论称，韩国需要对自
己的空气污染负责。2013 年，中
国政府制定了一项减少大气污染
的五年计划，并取得长足进步。
该报称，如果韩国能取得中国在
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上一半的成
就，那现在韩国民众就不会那么
惊慌失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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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5 世纪起，狼在西欧和中欧
地区就开始遭到人类的系统性猎
杀。到19世纪，这些地区的狼几乎
绝迹。“自1847年德国最后一只狼在
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森林里被
猎杀后，150年来德国曾一度没有出
现过野狼的踪迹。”柏林自然保护专
家派拉希尔对记者说。然而，近年
来，德国从东部的萨克森州到西部
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森林开
始不时响起狼群嗥叫声。德国猎人
协会、农民协会等估计，现在德国狼
的数量应超过1000只。狼群对牲畜
甚至村民生存安全构成了威胁。德
国人迟早要在“养狼”和“猎狼”中作
出选择。

““狼来了狼来了””成热词成热词

柏林自然保护专家派拉希尔对
记者说，1969年德国护狼人士在“最
后一只狼”被猎杀的地方立了一块
石碑。这头狼的标本目前仍在斯图
加特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展出。

从那之后100多年里，德国人从
来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见到过一只
野生的狼。直到20年前，一名护林
员在与波兰交界处的德国上劳西茨
地区的森林中，看到了一只成年狼
留下的足迹。过了一段时间，该地
区发现一对狼。这对狼还有了第一
只狼崽。

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还陆续
在勃兰登堡州、图林根州、下萨克森
州、巴伐利亚州等地的森林中看到
狼的足迹。“狼来了”也成为德国一
个热词。比如，3 年前的一天，一位
护林员在下萨克森州的一片森林地
带拍摄到一群狼，共有8只，让这个
默默无名的地方一下子成为关注的
焦点。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的统计数
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德国一共生
活着约60个狼群，成年狼的总数大
约在150只到160只。据估计，德国
狼总数应超过1000只。

猎杀野狼违法猎杀野狼违法

“狼来了”让自然保护者特别开
心。“毕竟，消失多年的物种再次回
归人们的视线，对生态的平衡非常
有益，也说明德国的生态环境已经
慢慢变好。”自然保护专家派拉希尔
对记者说。甚至有政治学家认为，
这与欧盟一体化、德国东部边境开
放等政策密不可分。

为了防止猎人射杀它们，德国
在“自然保护法”中规定，猎杀野狼
是违法行为。就连猎人想给受重
伤、无法活下去的狼来一枪，帮它

“安乐死”，也需相关部门的许可。
同样，欧盟的法律也严禁猎杀野狼。

德国东北部的勃兰登堡州为吸
引更多的野狼来该州定居，甚至还
制订了“引狼计划”。除严禁捕猎，

还努力创造一个让野狼“流连忘返”
的自然环境，比如建立狼保护区
等。该州希望能将“看狼”作为旅游
项目，让游客欣赏在自然环境中自
由自在生活着的野狼。

实际上，狼在人们心目中的形
象一直不佳。最著名的当属德国

《格林童话》中《小红帽》的故事，其
中大灰狼“狡猾”“邪恶”的形象早已
深入人心。为此，德国动物保护者
和政治家们纷纷献计献策，认为艺
术作品常常歪曲狼的形象，应该有
所改变。前勃兰登堡州环境部长塔
克甚至提议，德国应该修改《小红
帽》中“大灰狼”的形象，改变结局。
这篇童话让孩子们从小就对狼有了
负面印象。

““养狼养狼””还是还是““猎狼猎狼””

狼群迅速从德国东部向西扩大
地盘，首当其冲的是羊、牛等牲畜。
前不久，斯图加特附近的一家农场
爆出“惨案”，40多只羊被咬死，还有
超过150只羊因受惊吓，在慌乱逃窜
中掉入河里被淹死。罪魁祸首就是
野狼。近3年，德国各地被狼咬死的
牲畜每年有1000多只。

“如果有羊被狼咬死，农民可以
从政府部门得到相应的赔偿。每只
羊约为 150 欧元到 200 欧元。”下萨
克森州农民克里斯蒂安向记者解
释。“亡羊补牢”，有专家还建议各地
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比如配置电子
围栏等，但这将是一笔大投入，仅下
萨克森州就要投资一两亿欧元。

更多的人担心，假如狼群越来
越壮大，对人类的生存安全也会
造成威胁。最近，有不少德国人
就在居民区里看到野狼出没，甚
至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的市区也
有这种情况。

德国民间想出许多奇招吓唬野
狼。比如，有农民想出了驴叫法，让
驴在田野中行走，用它的叫声来吓
退狼群；还有人则在马场装上扩音
设备，一旦狼进入马场，扩音机里的
摇滚乐就会响起来，狼就会应声逃
离；许多靠近森林的幼儿园则安装
了彩色的围栏，想用这种鲜艳的颜
色把狼吓走……

有人建议修改狩猎法，把不杀
狼改成当狼群威胁到居民生命时，
可以将其击毙。德国联邦自然保护
局等机构以及绿党等都反对修改狩
猎法。德国农民协会讽刺说，德国
环保人士对狼具有“幼稚的浪漫主
义”情结，到时他们会看到“引狼入
室”结果——狼会“恩将仇报”。在
过去 50 年里，欧洲曾发生过 9 起狼
袭击人的事件，1970 年一只狼还曾
咬死了一个孩子。德国电视一台指
出，“养狼”还是“猎狼”，如今正演变
成德国各地选举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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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邮报》15日报道说，
随着英国脱欧前景日益逼近，英国
民众的焦虑感日益增强，由于担心
供应不足，不少人开始囤积食品和
生活用品以防范脱欧的“末日来
临”。近日，一家英国食品公司推出
的“脱欧生存包”更是广受欢迎。对
此，英国政府呼吁民众“保持冷
静”，并采取措施确保物资供应。

《每日邮报》称，脱欧后，英国
国内食品及生活用品可能出现短
时期的供应短缺。不少英国民众
纷纷囤积食品、卫生纸等必需生活
物资。在此情况下，英国食品存储
公司推出了这款“脱欧生存包”，其

中包括60份主食、48份肉类食品、
一个滤水器和一些用于生火的凝
胶，价格为 295 英镑（1 英镑约为 8
元人民币）。该公司称，“脱欧生存
包”推出后受到欢迎，很快就卖出
600多个。

《每日邮报》称，自从脱欧公投
以来，英国社会的焦虑感与日俱
增，对不少英国民众而言，脱欧有
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一些公
司也证实说，脱欧将给它们的供应
链和仓储设施带来冲击。因此，英
国民间出现很多“脱欧准备者”社
团，他们在网站和社交平台上发布
信息，共同探讨如何“脱欧求生”，

包括如何采购食品、药品、卫生纸、
尿布、染发剂和香烟等。

一些英国专家指出，脱欧对英
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有限”，
但可能会因为民众的恐慌性购买
而造成物资供应中断。对于民众
的恐慌情绪，英国政府发言人已经
表示，人们没有必要囤积任何日常
用品，呼吁民众“不要反应过激”，

“英国的食品安全是有充分保障
的，无论是否与欧盟达成协议”。
同时，特雷莎·梅政府也敦促大型
超市与供应商增加商品库存和供
应量，确保社会上物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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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多国再度拉响雾霾警报

雾霾又来了！本周，泰国、印度、韩国等多个亚洲国家都遭遇

重度雾霾天气。据美联社14日报道，气象条件不佳使得遍布亚洲

的重度雾霾天气更加严重，亚洲各国都拉响了雾霾警报。

英国民众囤积“脱欧生存包”

德国人还为德国人还为““狼来了狼来了””高兴吗高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