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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COP27 主席舒凯里在
闭幕会上宣布达成全面气候协议。

批评“不会赚钱”
谈话刚开始， 邓小平对当

时的黄山旅游很不满意， 他对
黄山的旅游配套设施现状进行
了一番不留情面的批评：“为了
招待我们，你们准备了几天，但
还是够脏的……”

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国内
旅游仅有小规模的差旅和公务
活动， 旅游市场格局单一而薄
弱。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展开，
旅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 “奢侈
品”，但黄山旅游已经成为对外
开放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大环
境下， 当时的黄山配套设施还
很简陋。

对于这种现状， 邓小平在
会议上如此评价黄山：“看来，
我们还是不会赚钱。你们这里，
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广开门
路，增加收入。 ”

爬山途中， 邓小平穿着白
色衬衫，脚穿黑布鞋，手中拄着
一根拐杖，爬累了就和夫人卓琳
一起，随地找个石头，卷起裤腿
坐下来休息。 邓小平对黄山的
整体印象还是不错的，特别是黄
山温泉，他还为其题下“天下名
泉”四个字。这次上黄山的经历，
让邓小平对黄山有了深刻了解，
他在观瀑楼留下的“黄山谈话”，
为黄山发展成为国际旅游景区
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工作人员要按劳取酬
从这份会议纪要中可以看

出， 邓小平提出一定要搞好黄
山的旅游“软件”，首先要从服
务员的素质抓起。 抓服务员的
素质，就要按劳分配，来刺激服
务态度。 这也是邓小平较早地
提出按劳分配， 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的理论。

邓小平对服务态度作出指
示，他说最重要的是清洁卫生，
房子要干净， 伙食要适合外国
人口味， 服务员要有点外语知
识，导游要有章程。服务员至少
能够用外语报菜单， 会外语的
服务员工资要高。 工作人员要
按劳取酬，凡是服务态度好、服
务质量高的，工资待遇也要高。
不好的要批评教育， 不改正的
可以淘汰， 这样积极性就调动
起来了。
“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

如今的黄山地区， 山林密
布，郁郁苍苍，这与邓小平当年
的谈话密不可分。 当年徽州地
区很多地方为了发展粮食产
业，砍伐山林树木，在山上种植
玉米，影响了水土保持，让徽州
地区的很多山成了秃山。

会上， 针对当时为种植粮

食作物毁坏山林的问题， 邓小
平提出， 禁止破坏山林， 粮食
少，用别的办法解决。他说：“在
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 ”他
说，山上东西多得很，要搞些专
业队治山，搞好了，许多东西可
以出口， 收外汇。 山区宝多得
很，种树也很好，要搞经济林。
山治得好， 要允许他们的收入

高。
如今， 从这份珍贵的会议

纪要上可以看出，邓小平对黄山
的自然资源赞叹了一番，并提出
了建议。邓小平说：“你们这里物
产很丰富，祁红世界有名。 你们
这个地方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
之一。 ”“9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
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
富起来，一个地区总是有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 ”

“黄山谈话”不仅为安徽以
黄山为中心发展旅游业勾画出
蓝图， 也为中国旅游业转型发
展指明了方向。

（摘自《党史信息报》 杨钰
吴冰 李磊/文）

近年，关于美国针对中国
推出 “网络空间日光浴计划”
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有媒体
称之为美国单方面拉开数字
新冷战帷幕的标志。 “日光浴
计划” 指的是上世纪 50 年代
总统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
国提出的针对苏联的国家安
全战略规划，美国根据这一规
划做出的决策直接影响了后
续多年东西方冷战的走向。而
这一计划的命名，是源自白宫
内这一计划最初“诞生”的房
间名称。
制定对苏联的长期战略政策

严格说来，如果按照会议
召开的房间名字命名的话 ，
“日光浴计划”理应被叫“日光
浴室计划”。 指的就是位于白
宫顶层的一个房间———日光
浴室。

1953 年春天， 艾森豪威
尔就任总统不久，为避免让美
国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艾森
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对东西
方局势进行了重新审视，对杜
鲁门时期针对苏联的遏制政
策进行了反思，并制定出一项
长期战略政策来指导美国的
外交及国家安全事务。举行这
一系列关键会议的地点就是
日光浴室，在这里，艾森豪威
尔与国务卿杜勒斯和其他几
位高级助手，对规划进行充分
讨论和构思。

随后，艾森豪威尔召集了
来自国务院、军队和其他国家
安全机构的专家，由他亲自指
定 3 位负责人，各自带领一个
研究小组，在美国国家战争学
院进行封闭式研究，分别提出
对苏联的 3 个基本战略选择。
第一组的任务基于杜鲁门时
期的“遏制”政策，发展美国及
其盟友的军事力量，围堵苏联
势力的扩张。第二组的主要方

向是“划清界限”，即明确地在
美苏之间划出界线，一旦苏联
越线，则美国不惜采取大规模
军事行动。 第三个方向是“全
力击退”， 采取包括军事手段
在内的各种手段，积极主动地
向苏联进攻。 经过 6 周的研
究，艾森豪威尔亲自主持国家
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国
家安全战略文件， 定下 20 世
纪后半叶美国对苏联战略的
基础。

“白宫的戴维营”
日光浴室位于白宫的第

3 层，具有良好的视野 ，可以
欣赏华盛顿纪念碑的全景。在
多数时候，日光浴室是总统及
家人在不离开白宫的情况下
逃离公众视野、回归普通家庭
生活的地方，而且是在白宫内
“摆脱特勤局特工的唯一途
径”。由此，日光浴室还获得了
一个颇受历任总统家庭欢迎
的别号———“白宫的戴维营”。

日光浴室最早是 1910 年
夏天由威廉·塔夫脱总统下令
修建的。当时，热浪席卷北美，
许多人热得晚上跑到外面才
能睡着。 塔夫脱身材较胖，更
加怕热，就让人在白宫的屋顶
修了一个门廊样子的小房子，
夜晚与家人在这里乘凉睡觉。
后来， 经多次改造和扩建，成
了如今的日光浴室。

在这里，多个总统度过了
美好的休闲时光，但也会经历
悲痛和心酸的时刻。 1974 年，
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前，与家
人在这里拍了在白宫的最后
一张合影。 1980 年，卡特总统
和家人在这间屋子里得知在
竞选中败给里根的消息，不少
人流下了眼泪。 1981 年 3 月
30 日， 里根总统的夫人在这
里收到丈夫遇刺的消息……
（摘自《环球时报》 张可心/文）

推动冷战的“日光浴室”

经过激烈争论和彻夜谈
判后， 当地时间 11 月 20 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第 二 十 七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7）达成全面气候协议，
批准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
这被称作发展中国家的“历史
性胜利”， 意味着发达国家需
为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
来的灾难性后果“埋单”。

“当 COP27 主席舒凯里
（埃及外长） 敲定协议的小木
槌落下，疲惫不堪的外交官们
在会议大厅里鼓起掌来。 ”《华
盛顿邮报》20 日这样描述协议
通过的一幕。 英国《卫报》则对
幕后磋商作出更详细报道：原
定于 18 日晚结束的 COP27
会议延长超过 36 个小时，在很
多阶段，协议看起来都无法达
成。 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

出现明显分歧和尖锐言辞，特
别是在最后几个小时，各国不
断就某个用词争论不休。 经过
彻夜谈判，最终在红海破晓之
际，各方就东道主埃及起草的
一份协议达成共识。 CNN 说，
这是一次重大突破和逆转，标
志着美国和欧盟等长期反对
者首次同意建立该基金，这些
富裕工业化国家产生的不成
比例的污染加剧了气候灾难。

与会的肯尼亚代表团成
员瓦奇拉告诉记者，会上的争
论非常激烈，一度导致谈判暂
停。 最后，富国在强大的压力
下才勉强同意设立“损失和损
害” 基金。 他说：“这是一次胜
利，但来之不易。 ”CNN 援引
气候专家的话称，这一成果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
保持了团结，发挥了比过去几

年更大的影响力。
这个胜利令发展中国家欢

呼。 非洲国家集团气候谈判小
组首席谈判代表卡洛加称之为
“独一无二的时刻”。 他说：“30
年的耐心等待……这是全球公
民的胜利。”巴基斯坦气候变化
部长谢里·拉赫曼的发言获得
掌声， 她表示：“这不是接受慈
善， 这是对我们的未来和气候
正义投资的首付。 ”

尽管发达国家终于同意
帮助较贫穷国家，但仍藏着不
少心机。 《华尔街日报》援引参
与谈判代表的消息说，该基金
的援助目标是最脆弱的较贫
穷国家，这是富裕国家的一个
重要要求，它们不希望资金流
向中国和其他被视为发展中
国家的“高收入国家”。

而对于出钱的具体问题，

《华尔街日报》称，美国一直以
来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国，预计将带头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气候资金。 但任何资金都
需要得到美国国会批准，这一
努力很可能遭到共和党反对。
《纽约时报》提到，发达国家 10
年前承诺在 2020 年之前，每年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 1000
亿美元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
却没有兑现。

（摘自《环球时报》11.21）

“黄山谈话”为旅游业转型指明方向 联联合合国国气气候候变变化化大大会会达达成成里里程程碑碑式式协协议议

1951 年 ， 根据毛泽东指
示， 有关部门委派罗浪和王建
中等人筹建千人军乐团。 当时
国家经济十分困难， 聂荣臻硬
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人民币
旧币 80 亿元用于建设军乐团。
军乐团用 40 亿元向捷克斯洛
伐克订购了 1000 件乐器，余下
的 40 亿元用于扩建营房。 1952
年 7 月 10 日，军乐团以晋察冀
军区乐团为基础 ， 集中全军
1500 名管乐骨干，扩编为大型
军乐团， 在北京通县马驹桥成
立了“中央军委军乐团”，也就
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罗浪为首任团长兼总指挥。

当时， 军乐团的主要任务
是迎宾司礼。 1972 年 2 月 21
日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
会厅为应邀访华的尼克松举行
欢迎宴会。军乐团演奏了《美丽
的亚美利加》《火鸡在草堆里》
《牧场上的家》等美国乐曲。 尼
克松多次带头为军乐团鼓掌。
原来， 这 3 支乐曲正是他就职
美国总统仪式上指定乐队演奏
的曲子。几曲终了，尼克松站起

来， 提议大家为乐队出色的演
奏举杯。

军乐团也给亚非拉第三世
界国家元首留下了美好的印
象。一天深夜，军乐团值班室突
然接到指示， 西哈努克亲王明
晨将抵京访问， 欢迎曲要用亲
王最近亲自创作的一首新作
《啊！ 中国， 我亲爱的第二祖
国》。军乐团院内破天荒地响起
了野战部队才有的紧急集合的
急促哨音。创作室将乐曲编配、
分谱, 排练厅内队员迅速背记
谱表、抓紧合练。第二天的欢迎
仪式上， 西哈努克亲王听到军
乐团演奏的竟是自己的歌曲新
作，既惊诧又兴奋，双手合十，
向军乐团亲切致意。 在为亲王
举行的宴会上， 亲王还特意邀
请乐曲改编者、 作曲家贾双出
席并合影。

自组建以来， 军乐团以金
号银鼓为“武器”，向世界展示
着国家和军队的形象， 传递着
中国人民对友谊与和平的追
求。
（摘自《炎黄春秋》 向建军/文）

外国元首眼中的“国家名片”

“我从未想过这座桥
会塌。 ”接受美国《华尔街
日报》 采访时，24 岁的普
拉卡什·帕尔玛仍旧心有
余悸。 10 月 30 日，他与妹
妹、4 位兄弟、1 位邻居一
同前往印度古吉拉特邦
的著名景点：一座英国殖
民时期修建的“秋千桥”。
一行 7 人中，只有他和妹
妹两人幸免于难。 这场造
成 135 人死亡的悲剧已
经过去半个多月，但其冲
击波仍未平息。 印度人愤
怒地进行追责，为该国其

他老建筑的安全忧心忡
忡。

据英国 《卫报 》介绍 ，
印度有大约 17.3 万座桥
梁， 其中约 3.6 万座是在
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 根
据该国 2015 年披露的数
据，这些桥梁中有 6700 座
比不久前倒塌的拉索桥更
古老。很多桥已破败不堪，
存在安全隐患， 迫切需要
维修或加固。

据印度桥梁管理系统
中心估计 ， 该国至少有
5300 座桥梁在结构上出现

问题，需要关注。 2018 年，
仅北方邦就有 226 座桥梁
存在风险。

（据中青网 11.18 讯）

在印度，这些桥摇摇欲坠

不久前， 乌克兰总理
什梅加尔在接受德国 《法
兰克福汇报》采访时称，乌
克兰电力、供暖能力不足，
处于人道主义灾难的边
缘， 乌克兰需要西方提供
更多援助， 否则欧洲将面
临“难民海啸”。

欧洲对“难民海啸”的
威胁心知肚明。 据英国路
透社报道， 乌克兰境内约
有 690 万人流离失所 ，欧
洲多国已准备应对他们形
成的新一波难民潮。 与乌
克兰接壤的斯洛伐克、波
兰、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对

此尤其警惕。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

显示， 乌克兰难民潮于春
末爆发；秋季，离乌的难民
人数没有大幅上升。 多国
慈善机构表示， 有迹象显
示，最近，越境难民数量正
在增加。 斯洛伐克一项应
急计划估计， 未来 3 个月
内，可能有多达 70 万难民
入境。 斯洛伐克东部城市
科西策的援助协调员罗
曼·多霍维奇表示，当地准
备将日接纳能力提高至
1000 人。“已经安顿在科西
策的人打电话给我们，希
望为他们还没从乌克兰赶
来的家人和熟人找住处。 ”
他说。

波兰东部小镇普热梅
希尔是个安静的地方，但
在新一波难民潮中， 这里
很可能成为最繁忙的难民

通道之一。 当地官员维托
尔德·沃尔奇克告诉路透
社， 他们正在囤积卫生用
品和食品：“必须为冬天做
好准备。 我们早就预料到
情况恶化的可能性， 我们
必须准备好面对新的难民
潮。 ” 根据波兰政府的统
计， 截至 9 月中旬， 约有
130 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
波兰境内。

波兰记者马列克·加
拉什在波兰《政治日报》上
撰稿称， 一些乌克兰人利
用难民身份来 “征服欧
洲”， 还有人靠犯罪获利。
“他们从房东的公寓里搬
走家具和其他东西， 在停
车场抢劫，暴力劫掠，公然
无视民族传统和习俗 ，破
坏纪念碑，谋杀……”加拉
什写道。

（摘自《青年参考》11.18）

乌克兰“难民海啸”威胁欧洲

11997799 年年，， 邓邓小小平平前前往往黄黄山山视视察察工工作作，，77
月月 1155 日日下下午午 55 点点，， 他他在在黄黄山山观观瀑瀑楼楼留留下下了了
被被称称为为““中中国国旅旅游游改改革革开开放放宣宣言言””的的““黄黄山山谈谈
话话””。。 如如今今，，记记录录着着当当时时谈谈话话内内容容的的会会议议纪纪要要
珍珍藏藏在在安安徽徽省省档档案案馆馆内内，，当当时时邓邓小小平平不不仅仅在在
会会上上大大谈谈开开发发黄黄山山，，还还提提出出了了““让让一一部部分分人人
先先富富起起来来””的的先先行行理理论论。。

中国好剧“出海”东盟
六十多年前，中国电影《刘三姐》风

靡东南亚，“圈粉”无数。现如今，中国电
视剧《山海情》被译成柬埔寨语、印度尼
西亚语等 20 多个语种在海外播出。 中
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一级
巡视员周继红介绍，近年来，各影视机
构主体已在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
等 38 个国家的电视台开办 62 个《中国
剧场》， 实现中国优秀译配节目的海外
常态化播出。 中国节目出口东盟总额
占中国出口全球总金额的 13.13%，时
长累计 5.61 万小时。

“滴血验癌”欺诈投资人
近 10亿美元

11 月 19 日消息，美国加州血液检
测公司 Theranos 创始人伊丽莎白·霍
尔姆斯近日被判入狱 11 年 3 个月，罪
名是利用“滴血验癌”技术欺诈投资者。
霍尔姆斯犯有四项欺诈罪，罪名是她在
据称是开创性的技术上欺骗投资者，她
总共筹集到近 10 亿美元的投资 。 自
2015 年 10 月媒体曝出 “滴血验癌”技
术血液检测设备存在缺陷之后，这家一
度辉煌的初创公司不得不面临越来越
多的审查以及民事、刑事诉讼，并最终
以破产收场。

意大利小镇出资 3万欧元
请人来定居

近年来，意大利的一些古老小镇陷
入人丁凋敝的困境。 随着新生儿数量
逐年下降，常住人口减少，许多房产空
置荒废。 为吸引更多新居民，这些意大
利小镇想出各种各样的振兴措施。 位
于意大利南部的普雷西切小镇，计划为
每位购房者提供 3 万欧元补助。如果按
照当地的房价———每平方米 500 欧元
计算， 一套 50 平方米的住宅只要 2.5
万欧元，相当于一些老房“白送”。

（综合央视新闻、中新社、环球网）

环环 球球 撷撷 萃萃

▲2017年 7月 12日，印度
迪马普尔，连日暴雨导致当地一
座桥梁坍塌，造成 4人死亡、5人
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