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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怼加拿大，沙特小题大做非偶然

加拿大与沙特这两个八竿
子打不着的国家，因为一条推
特，近期突然爆发外交风波，而
且愈演愈烈。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3
日，加拿大外交部在推特上发
文，就沙特逮捕“维权人士”表
达严重忧虑，敦促沙特当局立
即放人。加拿大所谓“维权人
士”，指的是一位名叫萨马尔·
巴达维的女权人士，此人曾获
美国“ 2 0 1 2 年国际妇女勇气
奖”。而萨马尔的哥哥拉伊夫·
巴达维因主张政教分离，在
2014年被沙特政府判入狱 10

年。拉伊夫在沙特坐牢，并不妨
碍他于今年5月获得加拿大蒙
特利尔“荣誉市民”称号，他的
妻子和三个孩子不仅得到加拿
大庇护，还获得加拿大国籍。

6日凌晨，沙特外交部突然
宣布，因加拿大公然干涉沙特
内政，决定召回驻加拿大大使，
驱逐加拿大驻沙特大使，暂停
与加拿大之间全部新的贸易和
投资。接下来几天，沙特继续追
加回击措施：将约1 . 5万名在加
拿大的沙特公费留学生转到英
国、美国等其他国家；沙特航空
停飞往返加拿大多伦多的所有
航班；停止在加拿大的所有医
疗项目，将所有沙特病人从加
拿大转移到其他国家就医；停
止进口加拿大的小麦和大麦。

虽然沙特连续强硬还击，
但加拿大不为所动，仍然坚持
原有立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

日首次公开表态，称不想与沙
特拥有不好的关系，但他仍设
置了“加拿大将永远就人权问
题发表强有力讲话”的前提。

沙特以前没少因为抓“维
权人士”被西方国家“指指点
点”，为何这次反应如此强烈，
以至于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呢？
首先，稳固政权、推进改革的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必须这么做。
自2015年1月父亲萨勒曼

继任国王以来，小萨勒曼的政
治地位与日俱增，直至去年 7
月成为王储。三年半以来，有国
王老爹撑腰，实际主政的小萨
勒曼大力推进各项经济和社会
改革，通过反腐削弱王室其他
要员，并逐步放开女性权利。

但无论是反腐还是逐渐放
松女权，都是沙特政府自上而
下主动推进的，自然容不得“维
权人士”的异议。因此，加拿大

支持“维权人士”的论调必然招
致沙特的强烈反应，小萨勒曼
也想借此展示按自己的节奏推
进沙特社会改革的坚定意志。

其次，沙特、美、加之间的
关系也允许小萨勒曼这么做。

沙特曾与加拿大前保守党
政府签订一笔130亿美元的军
火合同，美国军工企业通用动
力公司的加拿大子公司2014年
获得沙特600辆装甲车订单。不
过，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
上台后，这份合同不仅受到批
评，还一度差点不能继续。

沙特驻加拿大大使也直言
不讳地说，自由党政府上台后，
沙特与加拿大的关系不温不
火，沙特对此很不满意。如此看
来，沙特借题发挥敲打加拿大
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沙特当前与美国的关
系异常地好，本轮外交风波爆发

后，美国直言不介入，更加坚定
了沙特对加拿大一怼到底的态
度。反观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
则因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执意重
谈北美自贸协定而显现裂痕，因
此沙特有底气对加拿大强硬一
回。毕竟，沙特与加拿大的贸易
总额不过区区30多亿美元。

最后，沙特这次反应强烈
也符合近年来在中东地区一贯
的外交形象，可以说是其对也
门胡塞武装、伊朗以及卡塔尔
强硬外交的进一步延伸。而除
卡塔尔之外的海合会成员国、
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埃及等国
发声支持沙特，进一步彰显出
沙特地区大国的地位。

现在，面对加拿大寻求第
三国帮助“说和”，沙特依然摆
出一副反击到底的架势，因而
不排除这次外交风波进一步升
级的可能性。

国外青少年越来越不爱打暑期工

暑假到了，面对放假在家
玩手机的孩子，有些父母忍不
住劝上一句：要不你出去打个
工体验一下生活？在很多人的
观念中，国外的青少年在这方
面似乎很出色，一些电影和电
视剧中也有他们打暑期工的剧
情。但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近期
刊文称，如今青少年打工的热
情已经直线下降，早已不复他
们父辈当年的“盛况”。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1978年，有72%的青少年在
打暑期工；1979年，16至19岁青
少年打工的比例占到总数的
57 . 9%；2000年以来，这一比例
呈持续下降趋势，到了2016年，
只有43%的青少年在打工。而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更低：16
至19岁青少年在去年6-9月的
打工率只有35%。

商业内幕认为，现在的青
少年不爱打工不能全怪孩子

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
对教育更为看重，孩子们在学
业上的压力也更大。报道讲述
了一名16岁女孩的生活：肯德
拉·罗德维克是个高中生，她每
天6：25就要开始上课，晚上只
能睡 4个小时，这样的生活或
许在接下来的两年还要继续。
刚完成代数作业的肯德拉说，
她从来没打过工，这个暑假也
不会打工。何况，暑假期间她还
有相当繁重的作业，与朋友一
起参加暑期演出，学校里还办

了一些进阶课程。即使上了大
学，她要在大二之前读完两本
书，精读两篇论文并做批注，预
计暑假依然不得清闲。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另一项
数据也佐证了这个事实：现在
的青少年花在学校里的时间也
比他们的父辈多。1985年，只有
10%的青少年暑假仍在学校；
到了2010年，几乎有一半的孩
子暑假期间在学校度过。

对很多青少年而言，学校
举办的各种夏令营比打工吸引

人得多。15岁的杰克·扎克说：
“你在学校里呆的时间总会给
你回报，这些回报比打工多。”
他很清楚自己暑假要做什么：
参加夏令营和跑步比赛、办校
报、参加校园演出。

即使是愿意打工的孩子
们，在选择工作时也会遇到一
些问题。报道指出，如今那些

“穷人家”的孩子就算是想打
工，也找不到中产阶级孩子能
轻易获得的工作。德雷塞尔大
学教授保罗·哈林顿举例说，中
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孩子能从
邻居那儿得到一份照顾孩子的
工作，时薪10美元；他们家的某
个朋友或许正开了一家法律公
司，缺一个助理。这些机会，都
是低收入阶层的孩子根本无法
得到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大环
境的变化。以前，青少年打工多
以体力工作为主，在商场或路
边卖东西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如今这种形式早被网店取代，
劳动力需求量大大降低。另外，
一些低学历的移民也“抢走了”
青少年暑期工的饭碗。

不仅是美国，英国青少
年打工的人数近十年来也出

现了急剧下滑趋势。爱尔兰
时报网站最近的一篇报道指
出，在过去的 10年中，15至 19
岁青少年拥有全职或兼职的
人数下降了近30%。在20至24
岁的年轻人中，下降百分比
也达到了 20%，这意味着，当
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消失了 20
万年轻人。

爱尔兰时报网站也指出，
孩子不爱打工和他们选择接受
更多教育有关，但同时道出了
另外一个原因：现在年轻人在
心理上成熟得更晚了，他们比
上一代更加依赖父母，这让他
们缺乏自立能力。

种水果的农场主吉米·卡
恩斯今年夏天雇了一些青少
年，但体验并不好。他起初招了
25到30个年轻人，才没几天就
走了一大半。“他们一看就从没
干过活，一直在玩手机，从一开
始心态就不对，有人穿着蹦迪
的衣服就来了。”卡恩斯说，采
摘水果本来是一份多劳多得的
工作，在他的农场里，采摘水果
水平最高的人每小时能赚20英
镑，而这些孩子的工作能力每
小时只能赚4到5英镑，这让他
也倍感无奈。

读历史的人，一般都会为
欧洲中世纪的“中衰”扼腕叹
息。欧洲人明明在古典时代已
经创立了希腊罗马那样非常先
进的民主制度，为何到了中世
纪反而退回到黑暗的封建农奴
采邑制了呢？事实上，这种巨变
的发生源于一个十分具体的事
件，那就是发生于公元378年8
月11日的阿德里安堡战役。

阿德里安堡，也称哈德良
堡，是罗马帝国末期拱卫帝国

“东都”君士坦丁堡的知名要
塞。当时，居住在罗马边境上的
西哥特人，由于不满罗马的苛
捐杂税而发动叛乱，兵锋直指

这座城市。对于这股“武装盲
流”，罗马皇帝瓦伦斯本来是不
屑的。他亲率 6万主要由罗马
重装步兵组成的大军，企图一
举荡平人数只有1万人的西哥
特军队。

6万打1万，按说这仗应该
毫无悬念才对，但战役的结果
却是罗马人一败涂地，连皇帝
瓦伦斯都被俘并被活活烧死。
这是咋回事呢？原来，在战役陷
入胶着的关键时间点上，西哥
特人出动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重
甲骑兵，攻击罗马军团的侧翼，
原本已经占据优势的罗马步兵
在这猝不及防的冲击下，如多
米诺骨牌般崩溃，最终造成了
战役的翻转。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在
阿德里安堡的大败，不仅加速
了这个帝国的衰落，也奠定了
骑兵在之后中世纪战争中的统
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甚至

改变了之后欧洲社会的形态。
在希腊罗马时代，大多数

著名的改革（如希腊的梭伦改
革、罗马的格拉古兄弟改革）都
是向着平民阶层而反对财产过
分向贵族聚集的。这背后的动
因倒不是改革家们意识有多么
超前，而是因为当时战争的主
力是重装步兵。想要制备一身
重装步兵所需的装备，需要应
征者至少具备中等收入水平，
而一个国家能否强大，则取决
于其公民阶层中能征到多少重
装步兵。因此，遏制财产向贵族
的过度聚集，保证相当数量的
公民能维持中等收入，就成了
那个时代所有改革共同的努力
方向。而改来改去，人们发现，
维护公民财产权益的最好方
式，莫过于扩张他们的政治权
益，于是，希腊罗马式的民主政
治就定型了。

但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之

后，情况变了。重甲骑兵以及后
来的重装骑士成了整个中世纪
战争中的绝对主角，而想要制
备一身骑兵装备，并让其主人
熟练骑术，这就不是一个中产
之家能办到的了，国家必须要
刻意培植一些“小土豪”才行。
于是，欧洲的君主们近乎本能
地开始玩起了采邑分封制。在
分封制下，大多数人沦落为被
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即便受
到骑士领主的欺压，也上告无
门。面对农奴们的“越级上访”，
国王们最多就是和和稀泥，劝
告一下骑士们不要欺人太甚。

相比于罗马时代那些为平
民主持公道的皇帝，中世纪的
国王们是没文化或者良心坏了
吗？非也。是因为中世纪的国王
们很清楚，一旦国家有事，替他
们效力的主力是骑士阶层，因
此必须替他们说话。这一点的
鲜明例证是，中世纪大多数受

后世赞誉的国王，如法兰克的
查理曼大帝、英国的狮心王，都
留下过替下层骑士出头、帮他
们抗拒更大贵族欺压的故事。
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 国
王们也需要维持骑士的兵员数
量，因此反对财产过分聚集在
大贵族手中。总而言之，他们就
是要维持一个遍地“小土豪”而
又能阻止他们互相兼并的状
态。而这个状态，就是中世纪欧
洲的底色。

在阿德里安堡欢呼胜利的
西哥特普通步兵们一定没想
到，他们反抗罗马本来是想过
得像罗马公民一样平等而有尊
严，但最终换来的却是其后代作
为农奴被同族所奴役。阿德里安
堡战役给后世的最大启示是，今
天很多看来天经地义的制度，可
能都是易碎品，也许仅仅是一场
对抗、一场战争，整个世界运行
的逻辑就会被颠覆。

一场战役过后，欧洲遍地“小土豪”

在卡恩斯的农场里采摘水果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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