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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遭遇更多威胁仇视
“我从未感受过这种程度的敌

意。”生活在纽约的亚裔美国人金伯
利·哈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
说，她最近在纽约街头行走时，一名陌
生人朝她大喊“滚出这个国家”，还有
一些人因为她的亚裔面孔而显得怒气
冲冲。

金伯利·哈的遭遇是亚裔群体当下
在美国社会处境艰难的一个缩影。多
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士告诉记
者，疫情暴发以来，他们明显感觉遭受
种族歧视，因此而产生孤立无援的恐
慌，感觉自身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

美国一些政客在疫情暴发后，为了
政治私利而肆意甩锅推责，煽动和助长
排外情绪，令亚裔的处境雪上加霜。美
国华裔联邦众议员孟昭文指出，一些政
客的言论“可憎且不负责任”，导致了更
多针对亚裔的威胁和袭击。

美国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裔”
在去年 3 月至 10 月间收到 2800 多份
关于亚裔遭遇歧视和仇恨事件的报
告。报告显示，从口头骚扰到网络霸
凌，再到暴力袭击，亚裔美国人受到形
形色色的威胁和仇视。

比如，2020年2月，洛杉矶一名16
岁亚裔男孩在学校被诬称为“病毒携
带者”遭到殴打。4月5日，纽约市布
鲁克林区一名亚裔女性在家门口倒垃
圾时，遭到种族主义分子泼洒不明化
学液体攻击，导致其上半身、面部和手
部严重烧伤。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指出，
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在全美
呈现上升趋势。联合国去年10月发布
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美国针对亚裔的仇
恨犯罪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被贴标签助长“隐形歧视”
《纽约时报》刊文说，虽然占美国

总人口约5.4%的亚裔常被贴上“模范
少数族裔”的标签，但这一群体实际
上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
位。“模范少数族裔”的说法听上去
很好，但这种标签其实是一种“种族
屏障”，把亚裔与其他有色族裔区分
开，只会助长美国社会对亚裔的“隐
形歧视”。

去年 10 月，美国司法部起诉耶
鲁大学，指控该校在本科招生过程
中歧视亚裔申请者，把种族身份作
为“招生决策的决定性因素”，违反
了美国《民权法》。另一所名校哈佛
大学也被批评在招生过程中涉嫌歧
视亚裔。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一篇文章曾
用“被白人排挤，被其他有色族裔敌
视”来描述亚裔在美国的尴尬处境。
文章说，亚裔一方面被白人认为“不够
白”，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少数族裔视为

“白人特权阶级”的一部分。
《今日美国报》去年10月曾报道，

在旧金山，亚裔美国人在新冠疫情中
的病亡率是当地所有族裔中最高的。
由于亚裔在美国社会给人以“资金充
裕、身体健康且活跃于上层社会”的印
象，因而美国政府向来忽视对亚裔群
体在住房、就业、医疗等福利上的考
量，疫情期间更是未能在检测、救护等
方面提供充分帮助。

旧金山非营利组织“东南亚发展
中心”执行主任朱迪·扬说：“亚裔往往
面临语言障碍，而且社区很小。所以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这座城市压根注
意不到我们。”

《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将针对亚裔
的种族主义问题称为“精神瘟疫”，并
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轮新的种族
主义浪潮可能使美国倒退到‘黄祸’时
代，即认为亚洲移民是对西方人工作
机会和西方文明的威胁。”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一份美国新政府签署的备忘录显示

亚裔在美国当下处境越来越难
新华社记者

▲沈阳红菱煤矿机电修造厂，建行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码 为 ：
J2210007110402，此开户许可证丢
失，声明作废。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王恩群执
业 证 号 12102198910326805 律 师
证丢失，流水号10809882，特此声
明。
▲辽宁奉泰律师事务所不慎将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本丢失，
证号：22101201410025081，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210000318701392T，流 水 号 ：
70029477，发证日期：2014年10月
24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核心
提示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一份备忘录，谴责新冠疫
情中亚裔美国人遭受种族歧视的现象，并要求联邦政
府所有部门和机构采取适当措施以打击和防止针对亚
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行为。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以来，由于人口较少、政治影响力较低
等因素，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经常遭遇排挤、歧视和霸凌。美国新
政府此次专门签署针对歧视亚裔美国人行为的备忘录，凸显疫
情背景下这样的问题更加严重。

上图：1月31日，一名医务工作
者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泗水接种
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时自拍。

医务工作者是印尼优先接种新
冠疫苗的人群，之后依次接种的人
群为国民军和警察、公共服务部门
人员，最后是普通民众。

下图：1月30日，在摩洛哥西迪
卡塞姆一处疫苗接种站，一位医务人
员展示中国国药的新冠灭活疫苗。

摩洛哥新冠疫苗接种于 28 日
正式启动。 新华社发

印尼摩洛哥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冠疫情期间，韩国民众抑郁、
焦躁等情绪增多，心理健康问题引
发关注。专家注意到，越来越多韩
国人养宠物，依靠猫猫狗狗的陪伴
来缓解压力。

不少商家则嗅到商机：韩国人
越来越舍得给宠物花钱了！

民众：视为家人 舍得花钱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数据显

示，韩国宠物经济市场规模2015年
约为1.9万亿韩元（约合109亿元人
民币），2020 年达到 3.4 万亿韩元
（195亿元人民币），2027年则有望突
破6万亿韩元（345亿元人民币）。

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人们
难以保持以往的日常生活模式，由
此产生的压力不断积累，容易导致
抑郁、愤怒和焦躁情绪。

调查显示，韩国民众居家时间
变长，宠物陪伴的重要性越发上升，
社交媒体上甚至流行起了一个新词

“petfam”——这个由“宠物”和“家
人”合并组成的新词，表明人们把宠
物视为家庭成员，而非仅仅是动物。

现年24岁的金济民（音译）接受
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说：“我每个
月在宠物狗身上花15万韩元（862元
人民币）……最近给它买了一种售
价4万韩元（230元人民币）的红参维
生素补品。”

这名韩国姑娘说，她家的狗目
前在吃4种营养补品，“我考虑再增
加一种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另一名 25 岁的大学生郭瑞英
（音译）说，她养的卷毛比雄犬 4 岁
了，每个月要花34万韩元（1955元人
民币）。

商家：迎合需求 果然旺财
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统计，

截至2019年年底，韩国大约26.4%的
家庭拥有一只或更多宠物。这意味
着，大约1500万韩国人养宠物。

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医
疗、宠物生活服务……韩国商家
捕捉商机，推出与宠物有关的诸多
产品和服务，2020 年销售业绩令人
咋舌。

韩国电商平台Market Kurly说，

韩国宠物相关产品2020年销售额同
比上涨136%，其中不含添加剂的宠
物零食颇受欢迎；如果不含食品在
内，宠物相关产品2020年销售额同
比涨幅高达707%。

韩国新世界集团旗下大型连锁
综合超市“易买得”2019年下半年推
出专门的优惠项目，成为会员即可
获得宠物相关产品折扣。截至2020
年 12 月，已有超过 4 万人申请成为
该项目的会员。

韩国现代百货商场在楼顶开设
占地1300多平方米的宠物乐园，供
消费者及其宠物“休闲、放松和娱
乐”。此外，现代百货还在其他楼层
设有宠物游泳池、宠物SPA（水疗）、
宠物健身房、宠物旅馆等设施，以及
出售宠物相关用品。

金融机构也不甘落后，例如韩
国农协银行、友利银行、国民银行均
针对宠物主人推出了特定的信用
卡，消费者持卡购买宠物相关产品
及服务可享受折扣。

杨舒怡
新华社专特稿

民众抑郁情绪蔓延 猫狗借机卖萌上位

疫情下韩国宠物经济大热

据新华社圣保罗 1 月 30 日电
（记者宫若涵） 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
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布鲁诺·德孔蒂
日 前 接 受 新 华 社 记 者 采 访 时 说 ，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贸，中
拉贸易逆势增长，中国为拉美提供了
重要市场。

德孔蒂说：“拉美对华出口保持强
劲、甚至有所增长，避免地区经济进一
步遭受打击，展现中国对拉美地区的
重要性。”

巴西学者点赞拉美
对华出口逆势增长

据新华社伦敦1月31日电（记
者杨海若）英国政府1月30日晚宣布，
将于2月1日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英国国际贸易部表示，1月31日，
英 国 正 式“ 脱 欧 ”将 满 一 年 ，加 入
CPTPP将加深英国与世界部分发展最
快市场的贸易联系，为英国创造机遇。

英国将正式申请
加入CPTPP

据新华社苏瓦1月31日电（记
者张永兴）热带气旋“安娜”1月30日
晚开始登陆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引发
多地洪涝灾害，已有5人失踪，数千人
被迫疏散。

据斐济国家气象局31日说，靠近
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风速高达每小时
100 公里，最高时可达每小时 140 公
里。包括首都苏瓦在内的全国大部分
地区暴风雨不断，预计将带来严重财
产损失。

斐济遭热带气旋
“安娜”袭击

据新华社哈瓦那 1 月 30 日电
（记者朱婉君） 一辆大巴1月30日在
古巴西部马亚韦克省的国道上失控坠
桥，造成至少10人死亡、25人受伤。

古巴媒体援引古巴国家道路安全
委员会发布的声明说，车上乘客均是
教师。他们来自古巴东部格拉玛省并
在首都哈瓦那完成相关工作后返回途
中。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多家医
院救治。

古巴西部交通事故
致10人死亡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1 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月31日
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公然违背
承诺，实施持有所谓英国国民（海
外）（BNO）护照者赴英居留和入
籍政策。声明表示，英方的做法是
想把大批港人变成其“二等公民”，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冒犯，我们
坚决反对。

声明指出，在香港回归前，中

英双方曾就 BNO 护照问题互换
备忘录，英方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
居留权。去年以来，英方违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极力阻挠我制
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在其图谋
失败后，转而在BNO问题上打起
歪主意。英方的做法严重违反《中
英联合声明》，是一种赤裸裸的毁
约行径。

国务院港澳办
强烈谴责英国毁约行径

1月29日，嗅探犬在法国利布尔讷接受识别新冠病毒的训练。
路透社援引研究数据报道，经过训练的狗识别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准

确率可达85%以上。 新华社发

法国训练嗅探犬探测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
月30日电（记者倪瑞捷） 阿根
廷海警成功营救一名身受重伤的
中国船员并将其送往医院救治，中
国驻阿根廷大使邹肖力1月30日
向阿方致信表示感谢。

1月29日下午，一艘中国渔船
在南大西洋公海上准备进行海上
加油补给时，一名船员意外身受重
伤，处境危险。中国驻阿根廷大使

馆第一时间与阿根廷海警取得联
系，通报情况，商量施救方案。

阿海警立即批准并指引中方
渔船驶向距离最近的罗森港，同时
调动直升机、快艇等准备接应。

经过近 20 个小时艰苦努力，
阿海警和医务人员终于在渔船
距离海岸 100 多海里处将受伤
中国船员接上直升机并迅速送往
港口。

阿根廷海警
成功营救一名中国受伤船员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30日电
（记者夏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
提卜扎德1月30日表示，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经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核可，绝不可以重新
谈判，其参与方明确且不可更改。

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
表示，任何对于伊核协议的新谈判
都将非常“严格”且应让沙特阿拉
伯参与。针对这一言论，哈提卜扎

德在伊朗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
伊核协议是一项多边国际协议，经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核
可，绝不可以重新谈判，其参与方
也是明确且不可更改的。

哈提卜扎德同时说，如果有任
何恢复和挽救伊核协议的意愿，解
决这一问题“很容易”。美国应重
返伊核协议，取消上届美国政府针
对伊朗施加的各种制裁。

伊朗表示伊核协议参与方明确

1月30日，军人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进行独立日阅兵仪式彩排。2月
4日是斯里兰卡的独立日。 新华社发

斯里兰卡进行独立日阅兵彩排

1月31日，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古什埃齐翁附近，以色列士兵
搬运被打死的巴勒斯坦男子的尸体。以色列国防军1月31日发表声明
说，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古什埃齐翁附近开枪打死一名
巴勒斯坦男子。 新华社发

以军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