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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有关强
迫劳动和卖淫等人口贩运情况的
年度报告，对各国品头论足、指手
画脚，在指责别国的同时标榜本
国是做得最好的“一类国家”。
　　然而，美司法部网站去年 11
月公布的一起事件，揭露了这个

“伪圣国家”的真面目。100 多名
墨西哥和中美洲工人被诱骗到美
国佐治亚州南部强迫劳动。他们
白天在持枪者的监控下徒手挖洋
葱，挖一桶只能挣 20 美分，晚上
住在拥挤肮脏的工棚里，没有足
够的食物和干净的水……在近似
200 多年前美国黑奴的劳动条件
下，至少 2 人最终死亡。
　　分析人士指出，自诩“民主灯
塔”的美国，昔日是奴隶贸易的罪
恶之地，如今依旧是人口贩运和强
迫劳动的重灾区。浸透血泪、戕害
生命的罪恶勾当还在黑暗中继续。

靠鞭子发家

　　奴隶制是美国原罪。美国
1776 年宣布独立时，蓄奴是合法
的。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利坚的
缔造者们一边倡导“人人生而平
等”，一边却在美国最早的宪法中
默许了黑奴的存在。
　　据统计，1525 年至 1866 年
间，累计有超过 1250 万非洲人
被贩运到美洲从事强迫劳动。大
量黑奴被迫在恶劣条件下从事高
强度劳动，受到残酷压榨和折磨。
　　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
斯特在《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

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一书中描述了当时棉花种植园的
景象：很多奴隶衣不蔽体，有的十几岁的孩子赤身裸体，遭
受风吹日晒。他们从早到晚几乎无休止地为奴隶主劳动。
　　鞭子和枪支是提高生产率的“法宝”。巴普蒂斯特在书
中写道：“（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男子落在前排队伍之后，黑
人工头试图用‘一顿鞭打’让他跟上进度，而他进行了反
抗。白人监工掏出手枪，打死了他。”在奴隶主的残酷压榨
下，黑人奴隶成为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产棉者。
　　巴普蒂斯特指出，棉花生产推动了美国的领土扩
张，使其经济增长率居全球首位。美国《纽约时报杂志》
评论说，美国的繁荣建立在黑人劳动力被榨取的基础
上，“一代又一代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但被忽
视的角色”，而他们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开“法律后窗”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颁布宪法第十三
修正案，名义上在全境范围内废止奴隶制，却留下了

“法律后窗”：作为惩罚，对罪犯实行奴隶制或强迫奴役
并不违法。
　　南北战争后，压榨犯人的做法在美国南部迅速“普
及”。据西班牙《起义报》报道，当时美国一些州为延续
奴隶制传统，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未足额交租、小
偷小摸等罪名，把大批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关进监
狱，强迫他们收割庄稼、采矿和修筑铁路。
　　美国一些州政府还利用法律漏洞，靠出租犯人赚
得盆满钵满。美国记者沙恩·鲍尔在《美国监狱》一书
中详细描写了得克萨斯州等地的“营生”。南北战争
后，这些州的政府将犯人租赁给有权势的政治家、矿
业公司或种植园以提高收入，而对犯人从事何种工
作、工作多长时间几乎毫无限制。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政府又打着“缓解收容
压力、降低监禁成本”的旗号引入私营监狱，把本该由
政府承担的责任交给利益集团。唯利是图的私营监狱
迅速扩张，从 1990 年到 2010 年数量增加了 16 倍。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年底，超过 10 万人被拘禁在美
国私营监狱，长期从事高强度、低报酬的强迫劳动。
　　在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强迫劳动
现象也很严重。据英国《卫报》报道，经营佐治亚州斯
图尔特移民拘留中心的私营监狱业巨头美国惩教公
司为减少成本，让被关押人员承担烹饪、打扫等工作，
只付极低报酬。如果拒绝，被关押者就会被关禁闭。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巴兹·德雷辛格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指出，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留下了严重漏洞，把
奴隶制在监禁条件下合法化了。

对强迫劳动听之任之

　　如今，美国的强迫劳动现象依旧无处不在，在家政、
农业种植、旅游销售、餐饮、医疗、美容服务等 23 个行业
或领域尤为突出。美国丹佛大学网站刊文披露，目前在美
国至少有 50 多万人在现代奴隶制下从事强迫劳动。
　　美国政府对强迫劳动的广泛存在听之任之。加州山
火肆虐时，很多犯人被派到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充当
救火员，只拿到微薄收入。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美国一
些女子监狱中的囚犯被迫加班加点生产口罩，每天工
作时间长达 12 小时，而自己却没有口罩可用。一名感
染新冠肺炎的女囚犯表示，这里就像“奴隶工厂”，监狱
把她们当成了摇钱树。
　　与此同时，美国使用童工现象也非常严重。美国至
今仍有约 50 万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国际劳工组织连
续多年对美国农场童工严重工伤表示关切。
　　此外，美国至今拒绝承担起消除强迫劳动的大国
责任，仍未批准《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每年从
境外贩卖至全美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 10 万人。
　　“人权灯塔”的光，始终照不到美国自己身上。正
如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和塞思·罗克曼所写，

“奴隶制已深深烙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基因里”。美国
的强迫劳动，恐将继续吞噬更多的无辜生命，制造更
多的人间悲剧。（记者宋盈）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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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再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26 日电（记者熊茂
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6 日将 2022
年和 2023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
3.2% 和 2.9% ，这是该机构继 4 月下调世界
经济增长预期之后的再次下调。
　　 IMF 当天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
新内容，预计世界经济增速将由去年的 6.1%

放缓至今年的 3.2%，比 4 月预测低 0.4 个百
分点；预计 2023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2.9% ，
比 4 月预测低 0.7 个百分点。
　　 IMF 认为，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美国和
欧洲主要经济体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引发金
融环境收紧，乌克兰危机的负面溢出效应等
进一步冲击世界经济。

　　具体来看，美国 2022 年和 2023 年
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2.3% 和 1.0% ，分
别比 4 月预测下调 1.4 和 1.3 个百分
点。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
为 2.6% 和 1.2% ，较 4 月预测分别下调
0.2 和 1.1 个百分点。
　　 IMF 指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下

行风险，包括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突然停
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通胀比预期更难
控制、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加剧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问题等。如果这些风险
成为现实，通胀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增速
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将分别下降至 2.6%
和 2.0%。

　　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25 日电（记者王
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5 日宣布，
任命中国资深外交官李军华为联合国主管
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发表
的声明，李军华将接替同样来自中国的刘
振民。古特雷斯对刘振民担任副秘书长期

间对联合国所做的奉献表示感谢。
　　声明说，李军华将就促进多边经济和社
会合作提出观点和愿景，他承诺与各方一道
进一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
为会员国服务。此前，他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多
次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亚欧

会议、金砖国家等其他多边会议做出了
贡献。
　　李军华于 1985 年加入中国外交
部，现任中国驻意大利兼驻圣马力诺大
使，此前曾担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
驻缅甸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
责政治事务的公使衔参赞等职务。

中国外交官李军华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

  大图：日前，

在南非开普敦，

一头鲸鱼在大海

中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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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沃热

尔在海岸边寻找

鲸鱼。

 新 华 社 记 者
  吕天然摄

南非：“民间观鲸达人”成科研好帮手

　　 7 月一个普通的清晨，亚历克斯·沃
热尔的手机收到观鲸群的信息：“2 头座头
鲸正快速经过（开普敦）菲什胡克岸边。”
　　信息来自有 600 多名成员的南非开普
敦观测鲸鱼和海豚社交媒体群组，内容简
洁，鲸鱼种类和地名均使用商定好的英文简
写。没过多久，又有人发出信息，报告鲸鱼最
新的位置。日常在群里发信息的人主要是

“群主”沃热尔等热爱鲸鱼的本地人，他们出
于个人兴趣，几乎每天都有人风雨无阻地在
海边寻找鲸鱼。即使在观鲸旅游季之外，群
里每个月仍会报告发现鲸鱼的信息。
　　新华社记者近日和沃热尔一同来到海
边，沃热尔一边手持望远镜搜寻海面，一边
为记者讲解观鲸知识：“鲸鱼会在水下待上
一段时间，例如这里可以看到的座头鲸可
能会在水下停留 45 分钟。如果你要找鲸
鱼，不要只看一下就放弃，需要花几分钟甚
至半小时才能确定它们是否在附近。”
　　今年 50 岁的沃热尔是一名私人飞机
飞行员。上世纪 70 年代，他在海边第一
次看到鲸鱼，从此开始喜欢鲸鱼。2019
年，他和开普敦本地的鲸鱼爱好者组建了
观鲸群，一起寻找鲸鱼。一些专业科研人
员也加入群组，并经常查看观鲸群的信

息，借此开展科研活动。研究人员表示，
这些“民间观鲸达人”对科研帮助很大。
　　南非科研团体“搜寻海洋”负责人西
蒙·埃尔文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开普敦地
处非洲大陆西南端，地理位置独特，有多
种鲸鱼活动，全年都可以看到鲸鱼。南露
脊鲸冬季洄游至开普敦海岸分娩，布氏鲸
则全年生活在这里，开普敦西海岸夏季是
南露脊鲸和座头鲸的觅食地，每隔一段时
间还可以观测到行踪相对飘忽的虎鲸。
　　埃尔文等研究人员经常查看观鲸群
的信息，并通过沃热尔开发的智能手机
应用程序接收观测鲸鱼的信息。这款应
用程序供大众记录目击鲸鱼和海豚的信
息，内容包括种类、地点、时间、行为方式
和数量等。沃热尔的初衷是为了方便自
己做观鲸日记，但在设计时也考虑到研
究人员的需求，加入了后者想要收集的
信息类别。
　　群组成员经常将看到鲸鱼和海豚的
信息上载至这款应用程序，并定期将应
用程序收集到的数据发送至研究机构。
群组成员还将拍摄到的鲸鱼照片上传至
专业网站，后者通过比对照片追踪鲸鱼。
比如，他们拍摄到的 6 头座头鲸曾在巴

西出现，前两周又有 2 头鲸鱼和在马
达加斯加出现过的鲸鱼一致。
　　群组成员、65 岁的戴维·赫维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年轻时
就喜欢大自然。1998 年，他开始在开
普敦经营游船公司，提供专业的游船
观鲸服务。由于具有观鲸船资质，他
常常和研究人员合作，再加上对鲸鱼
的“痴迷”，赫维茨已是多篇鲸鱼科研
论文的联合作者。他会协助研究人员
为鲸鱼安装定位装置、观测鲸鱼活动、
识别鲸鱼个体、拍摄鲸鱼图片和视频。
　　埃尔文说，“民间观鲸达人”对科研
的贡献很大，因为专业研究人员实地调
研的地点和时间受到限制，很难完全获
得鲸鱼数量等数据。民众的参与让科研
工作有“更多观察水域的眼睛”，可以更
好地掌握鲸鱼数量变化的情况。民众有
时还会看到一些“不寻常事件”，比如鲸
鱼提早洄游、分娩，或出现少见的种类。
　　谈及观鲸的未来计划，沃热尔说：

“我没有借此赚钱的想法，只希望继续
造福想欣赏鲸鱼的人，帮助从未见过鲸
鱼的人见到他们的第一头鲸鱼。”

（记者吕天然）新华社开普敦 7 月 25 日电

　　（上接 1 版）倾力于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湖
北全力打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湖北在全
国率先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科技成果评
价、科技人才评价等改革试点。目前，湖北拥
有 80 位院士、30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9 万名
科研人员、130 所高校、190 万在校大学生，多
项人才指标已跃居全国前列。
　　致力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湖北持续
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湖北高
新技术企业已达 1.45 万家；A 股上市公司
120 家，数量居全国前列；5 个万亿级支柱产
业、10 个五千亿级优势产业、20 个千亿级特
色产业集群正在打造。
　　 7 月中旬，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火箭产业
园总装测试厂内一片忙碌。航天科工火箭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怀波透露，产自这里的快舟火
箭，已成功发射 13 次、将 23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产业链相关企业正在抱团入驻。
　　湖北，正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
高远追求，持续推动科技强省建设。

“绿色崛起”引领全域发展

　　盛夏时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人
工繁养的江豚宝宝正在水中欢快游弋。
　　江豚，被称作长江大保护工作的“晴雨
表”。除了人工繁养工作取得新突破之外，近
年来，在长江宜昌、武汉等江段，江豚在清澈
江水中嬉戏的场景日益增多。
　　昔日“化工围江”，如今“江豚逐浪”。十年
间的变化，源于生态保护工作不断夯实。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
强调，湖北要“着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新成
效”；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
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坚
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作为长江干流流经最长的省份，湖北发
挥生态大省优势，强化生态承载功能，着力建
设中部绿色崛起先行区。
　　高站位，全面协调推进。湖北坚决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深入实施长江
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十大战略性举措，“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业
400 多家、腾退岸线近 150 公里、长江岸线生
态复绿 856 万平方米，扎实推进长江十年禁
渔，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强担当，统筹部署促变。湖北省生态环境
厅负责人介绍，湖北全面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
溯源整治，实现 12480 个排污口应查尽查；持
续开展自然保护地“绿盾”行动，完成 3173 个
问题点位整改；加强长江经济带尾矿库污染防
治，整治 154 项环境问题……
　　出实招，低碳发展引领。作为全国碳排放
权注册登记系统所在地，湖北已启动第一批 21
个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试点建设，全省划定
1076 个单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基本形成。
　　湖北还在沿江省市中率先编制实施《湖
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
划》，实行总量和强度“双控”，实现“留白”发
展，留足“绿色”空间。
　　坚持“绿色崛起”，湖北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转型升级成效明显。10 年间，湖北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由 2960 亿元增长到 10196 亿元，占
GDP 的比重由 13.3% 增至 20.6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湖北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努力在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在全国前列，奋力谱写湖北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新华社武汉 7 月 26 日电

　　新华社萨拉热窝电（记者张修智）新冠
疫情尚未结束，东南欧国家波黑迎来了第
二个汉学系——— 巴尼亚卢卡大学（巴大）汉
学系的诞生。10 月初，汉学系首届新生将
正式入学。
　　逆行结硕果，回首来时路，汉学系主任
吉嘉娜·斯特维奇感慨万千。她在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线上专访时说，自己对汉学
系能在疫情中问世感到格外欣慰。
　　“必须承认，疫情带来的挑战很大，很
多必要的筹备工作，包括与中方的联系，
都是通过线上进行的，但不是所有问题
都能通过线上解决的。”斯特维奇说，幸
运的是，巴尼亚卢卡大学校长拉多斯拉
夫·加亚林教授决心坚定，克服了种种困
难，推动了汉学系的诞生。

　　新生的汉学系，给多年来致力于中国问题研
究、传播中国文化的斯特维奇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1999 年，斯特维奇从贝尔格莱德大学哲
学院中文系毕业，获得中国教育部的奖学金，
到北京语言大学深造，实地感受她热爱的中国
与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给她留下了
美好记忆。回国后，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成
为巴尔干地区活跃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见证了
中国的崛起，深刻体会到认知中国的意义。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任何想要跟上时
代进步的人都需要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几
年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她这样评论学习中
国语言和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现实有力地佐证着这一判断。近年来，伴随
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与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化，学习
中文的热度在波黑不断升温。在一些中学，中文

被列为第二外语。东萨拉热窝大学汉学
系被誉为该校最知名的系之一。
　　 2018 年，在斯特维奇的积极努力
和中国驻波黑大使馆的支持下，巴尼亚
卢卡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几
年来，因其活动形式丰富多彩，该孔子
学院被誉为欧洲地区推广中国语言与
文化最有活力的基地之一。
　　斯特维奇认为，波黑第二个汉学系
的创立是中国语言与文化在波黑的高
光时刻，也为波黑青年人打开一扇通往
未来的大门。
　　“我们的学生毕业后有着广阔的前
景。波黑对中文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的政府需要了解中国的专家和顾
问，2018 年中国与波黑之间互免持普

通护照签证协议生效后，到访波黑的中国游
客数量猛增，给旅游业带来巨大的商机，我
们也需要更多汉语教师。”斯特维奇说。
　　为此，巴大汉学系在课程设置上做了相
应准备。斯特维奇介绍说，巴大汉学系学制
为 4 年，除了现代汉语和文言文课程外，还
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外交、经
济等课程。“我们的课程不光包括语言、中国
古代史和哲学，还要让学生对当代中国有充
分的了解。我们为未来的专家、顾问、翻译
或教师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课程。”
　　斯特维奇堪称中国的“铁粉”。在她的
微信、推特上，介绍中国语言文化几乎是唯一
的内容。她也是各种有关中国话题与活动的
常客。最近，斯特维奇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条
以趣味方式介绍中文俗语“铁饭碗”的词条。

她的微信推特上，介绍中国语言文化几乎是唯一内容
记波黑巴尼亚卢卡大学汉学系主任吉嘉娜·斯特维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