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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陷人道主义危机
面临“雪崩般的饥饿和贫困”,美国难辞其咎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警告说，估计98%的阿富汗人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许多家庭的生活难以为继，
阿富汗正面临“雪崩般的饥饿和贫困”。

美国发动的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让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民生凋敝。在阿富汗塔利班接手政权后，美国丝
毫不放松对塔利班的制裁，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90多亿美元海外资产，导致阿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承受重压，
外汇紧缺，物价上涨。阿富汗面临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濒临灾难边缘，美国无疑是罪魁祸首。

赛义德·努尔是喀布尔一家烤馕
店店主。他告诉记者，一袋50公斤的
面粉上个月售价2000阿富汗尼（1阿
富汗尼约合0.06元人民币）左右，这几
天已经涨到了3500阿富汗尼左右。

喀布尔市民纳西尔·艾哈迈德对
记者说，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直
在涨价，面粉、食用油和糖的价格都快
翻倍了，他已经没钱给家人买足够的
食物。

世界粮食计划署10月发布的报
告显示，2280万阿富汗人将从11月开
始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这一数字
超过阿富汗总人口的一半；320万5岁

以下的儿童在今年年底前遭受严重营
养不良。此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公署日前表示，目前有350万阿
富汗人流离失所，他们面临严重的饥
饿问题，其中很多人还没有温暖的住
所和过冬物资。

此外，阿富汗民众还面临公共服
务特别是医疗服务极度匮乏的困境。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切断援助，很多
靠援助资金运转的医院难以维持，塔
利班主导的阿临时政府在新冠疫情防
控方面很难有所作为。阿富汗官方目
前已不再发布疫情相关数据。喀布尔
唯一治疗新冠肺炎的医院表示，近期

新冠病例明显增多，由于医院缺乏检
测试剂、药品和氧气，能够收治的病人
人数相对有限。

面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不
少国家伸出了援手。中国协调政府、
地方、民间等各部门向阿富汗提供一
系列人道主义援助，上万吨粮食、民
生、医疗越冬物资和新冠疫苗等源源
不断运往阿富汗。俄罗斯、伊朗、巴
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印度等国近期
也分别向阿富汗提供了食品、药品、
越冬物资等援助。此外，一些国际组
织也为缓解阿富汗人道主义灾难做
出努力。

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的资
产大部分存放于美国。塔利班8月15
日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后，美国冻结
了阿央行在美境内资产，致使阿富汗金
融体系事实上处于崩溃状态。阿临时
政府自成立以来已多次敦促美国解冻
阿海外资产，但美方对此置若罔闻。

由于现金不足，阿临时政府规定，
每人的银行账户每周最多只能取款

300美元。为了能取到钱，有些人凌晨
4点就去银行门口排队。这种状况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阿富汗经济形势的
恶化。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
达尔14日表示，美国冻结的资产属于
阿富汗人民，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
不应保持沉默。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发动的战

争造成了阿富汗遭遇困境，而美国迟
迟不肯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又导致
阿经济和民生加剧恶化，阿富汗如今
深陷人道主义危机完全是美国一手造
成的。

美国《纽约时报》在15日的一档
播客节目中指出，美国试图以经济制
裁“惩罚”塔利班，但受打击最大的却
是阿富汗平民。

除了美国这个祸首外，阿富汗内部
也存在一些加重人道主义危机的因素。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塔利班掌权以来
结束了阿富汗内战，杜绝了因战乱引发
的大规模伤亡现象，但在安全和社会治
理方面仍面临一些问题。

在安全方面，“伊斯兰国”等恐怖组
织制造的袭击事件依然频发。仅在喀布
尔，平均每两到三天就发生一次爆炸袭
击事件。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
朱永彪认为，虽然塔利班政权总体实现
了国家稳定，但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无
法彻底制止恐怖袭击。

在社会治理方面，尽管塔利班12月
初颁布了保护妇女权益的特别法令，但
妇女就业和受教育状况仍不乐观。不少
过去有工作的妇女失去收入，对家庭经
济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闫伟表
示，塔利班此次接管政权后，与前一次掌
权时相比显得更为温和、务实，与国际社
会交往也显得更为成熟。但阿富汗存在
的问题很多，期待塔利班上台后短时间
内彻底解决并不现实。

（新华社喀布尔12月19日电 记者
史先涛）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
18日说，英格兰每天可能新增“数以十
万计”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表示，奥密
克戎毒株已成为英国“非常严重的威
胁”。

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当天更新的
疫情报告显示，英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持续激增，在英格兰，几乎每天都会
新增“数以十万计”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
例，其中伦敦最为严重。由于报告延迟，
目前在英观察到的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而住院的病例数可能只是实际数字的十
分之一。

英国政府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
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0418例，仅次于
前一天创下的疫情以来日增确诊病例数
最高纪录；新增死亡病例125例。英国
卫生安全局当天报告新增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10059例，累计24968例；该毒
株所致死亡病例7例。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18日说，奥密克
戎毒株已成为在伦敦传播的主要变异毒
株。过去24小时内，伦敦新增新冠确诊
病例超过26000例，创疫情以来最高纪
录。

约翰逊17日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已
成为英国“非常严重的威胁”，该国正面
临“非常严重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
例潮”。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
近日警告说，英国正遭受德尔塔毒株与
奥密克戎毒株的双重打击，未来几周可

能会不断出现创纪录的疫情数字。《英国
医学杂志》18日发文敦促英国有关部门
采取进一步疫情防控措施。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教
授马丁·麦基此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鉴于奥密克戎毒株的高传染性

及其部分逃避免疫的能力，很显然需要
迅速做出反应，但是我们的政策几乎完
全基于提高疫苗接种率，这需要数周时
间才能产生效果。”

本月8日，英国政府启动包括在部
分场所强制戴口罩等措施在内的《应对

新冠疫情：秋冬计划》B计划，以应对奥
密克戎毒株快速蔓延。12日，英国新冠
疫情警报级别由3级升至4级。不少英
国专家认为，政府本应更早采取更严格
的防控措施。
（新华社伦敦12月18日电 记者郭爽）

观 天下

伊拉克首都“绿区”遭两枚火箭弹袭击

阿富汗处境艰难

危机由美国一手造成

治理任重道远

新华社巴格达12月19日电（记
者张淼）伊拉克军方19日说，伊拉克首
都巴格达市中心“绿区”当日凌晨遭两
枚“喀秋莎”火箭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
大使馆启动防空系统对其实施拦截。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
说，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9日2
时许，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部署的反火
箭炮、大型火炮和迫击炮系统拦截并摧

毁其中一枚火箭弹，另一枚落在距离美
国使馆约500米的广场附近，爆炸造成
两辆民用车辆损坏。伊拉克安全部队
已展开调查并确定了火箭弹发射地点。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
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绿区”是伊拉克政府机构以及美
国和英国驻伊大使馆所在地，针对“绿
区”的类似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伊拉克巴格达市中心“绿区”。 新华社/法新

台风“雷伊”重创菲律宾 已致140多人遇难

12月18日，人们在菲律宾宿务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物品。 新华社/美联

台风“雷伊”在菲律宾登陆后重创
中部保和省，截至19日已在该省造成
72人死亡，全国受灾遇难人数因而上
升至142人。

保和省省长黄严辉19日说，省内
48个市中，42市已经报告灾情。他当
天早些时候说，台风导致通信不畅，随
着通信逐步恢复，上报死亡人数可能
大幅上升。

除保和省有72人死亡，警方和救
灾部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与保和
省相邻的西内格罗斯省有18人死亡，

宿务省有16人死亡，其他地区有36人
死亡。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18日视察灾区时说，政府将拨款20亿
比索（约合4000万美元）赈灾。

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台风带，平
均每年遭遇20场台风或热带风暴。“雷
伊”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最强台风之
一，16日下午在锡亚高岛登陆，带来大
风和强降雨并引发洪水，至少30万人
被迫撤离家园。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东京12月19日电（记者
刘春燕）《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说，
中国12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
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
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让日本企业
看到巨大商机。

报道说，中国水处理市场潜力巨
大，日本经济产业省预计到2030年这
一市场的规模或超过30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113日元）。日本相关企业巨
头已携水处理公司运营经验和环境技
术抢先进入这一市场。

据报道，日本住友商事公司2010
年即开始开拓中国水处理市场。近来
通过与中国大型水务公司合作，不断在
该领域拓展业务。住友商事计划在
2030年前至少对该项业务投资100亿
日元，通过更新设备等方式实现处理能
力翻番目标。

此外，日本著名企业东丽公司也
积极把握中国水务市场商机。东丽
投资100亿日元在广东省新建的RO
反渗透膜工厂将于明年 3月底之前
投产，将大幅扩大该公司在中国的
产能。

日本企业瞄准中国“厕所革命”巨大商机

奥密克戎毒株成英国“严重威胁”

12月18日，人们走过英国伦敦一处提示戴口罩的标牌。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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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省民政厅在
海口、三亚、五指山、琼海、陵
水、琼中等6个市县66个乡
镇（街道、大社区）有序开展
首批社工站试点工作，积极
推进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
建设，搭建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今年6月试点社工站已
全部揭牌成立并正式运营。
同时，临高县开展全省“县-
乡（镇）-村（居）”三级社会工
作服务体系试点建设。省民
政厅特推出“关注海南乡镇
（街道）社工站建设”专题，展
示各市县工作经验亮点。

海口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五社联动”模式 延伸社工服务触角
今年以来，海口市乡镇（街道）社工站

试点建设顺利推进，6月4日，全市21个
街道社工站正式全面运营。各社工站成
立以来，完善“五社联动”模式，积极发挥
社会工作贴近群众和专业性优势，在夯实
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的同时，不断助推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依托“五社联动”整合机构资源

开展试点以来，海口市民政局明确了
资金拨付渠道，为社工站的顺利推进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截至11月底，海口各社工站社工累计
入户探访3492户，开展个案服务45个、小
组工作21个、社区活动300场，同时成立
了21个社工站志愿服务团队，发展注册志
愿者1427人，进一步夯实“社工+义工”联
动服务模式，累计服务26875人次。

“五社”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
联动”是指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
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发挥
组织作用，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
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志愿
者为辅助、以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现代
基层治理行动框架。

海口各社工站依托“五社联动”，整合
资源，建立1个供需对应的资源平台，已整
合机构资源100余个，涵盖各政府部门、爱
心企业、高校、义工组织、媒体等。

延伸服务触角提供专业化服务

社工站肩负着这样一种特殊使命
——通过社工实现政府惠民政策和困难
群体的无缝衔接。

今年5月，滨江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正式建成。滨江街道社工站站长林婵告

诉笔者，建站后，自己和同事们采取社区
宣传、入户走访、个案服务、电话交流等方
式收集群众需求，建立归类服务档案。

据统计，在入户调查中，海口各社工
站发现11名有达到条件但未纳入低保的
困难群众，及时将其纳入低保发放范围，
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各区社工站纷纷开展特色服务项目，
打造特色亮点。秀英区关爱服务困境儿童

“星辰计划”示范项目；龙华区“圆梦微心愿”
关爱困境儿童活动；琼山区“防诈骗，护青
苗”行动；美兰区“情系群众·困难群体兜底
服务”项目等都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效果。

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幸福感

“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让居民更有
凝聚力，对参与社区活动更有热情。”海垦
社工站站长廖文琳介绍，社工站成立以
来，站内社工助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项

目。在社工的帮助下，海垦社区已注册登
记包括华垦健身腰鼓队、柔力球舞蹈队等
社会组织队伍。

海口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任菲表
示，海口各社工站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搭建
枢纽平台、联动多元主体，为社区居民提供

多元化服务。社区内的文体活动和便民活
动次数明显增加，居民在社区内活动度也
有明显的提升，通过参与活动，达到加强邻
里沟通、增强个人支持网络的目的，进一步
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生活幸
福感和归属感。（策划/撰文 刘超 耿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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