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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乱了了的的南南非非
已已趋趋于于平平静静
□排外骚乱事态基本被控制

□华人受波及但非主要目标

默克尔表态称

德俄可能建自贸区

据新华社4月19日电 俄罗斯
“卫星”新闻通讯社网站１８日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北部城市施
特拉尔松德出席一场经济论坛时谈
及与俄罗斯建立自贸区的事宜。她
表示，虽然德国和俄罗斯存在政治
分歧，但两国将来有可能共同建立
自贸区。

德俄共建自贸区的想法由德国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些经济学家
认为，一旦自贸区落成，不仅有利于
经济，还有助于解决乌克兰问题。德
国工商大会秘书长万斯莱本今年１
月接受德国《帕绍新报》采访时说，
如果欧盟就自贸区问题与欧亚经济
联盟进行磋商，将成为化解乌克兰
危机的桥梁。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
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项目，现有俄罗
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亚美尼
亚四个成员国，今年１月１日正式启
动。为扩大影响，这一联盟积极推动
与其他国家、国际一体化组织和国
际机构开展经济合作。

俄政府网站本月早些时候发布
消息说，欧亚经济联盟和越南就签
署自贸区协议的谈判已接近尾声，
俄方希望尽快结束相关谈判。如果
双方签署协议，这可能成为欧亚经
济联盟与单个国家就建立自贸区签
署的首份协议。

尼日利亚暴发怪病

染病24小时即致死

据新华社4月19日电 尼日利
亚政府１８日说，尼日利亚东南部奥
代伊雷莱镇暴发一种“神秘”疾病且
传播迅速，已有23人感染，其中18人
死亡。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发言人
阿金马德介绍，这一疾病的症状包
括视力模糊、头疼、体重减轻以及失
去意识。一旦感染，患者会在２４小时
内死亡。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说，它
们收到１４例病例报告，其中至少１２
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亚沙
雷维奇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法新社记
者：“（患者）共同症状是突然视力模
糊、头疼、失去意识，随后死亡。这一
切都发生在２４小时内。”根据初步报
告，所有感染者是在４月１３日至１５日
间出现症状。

阿金马德说，尼方人员以及来
自一些援助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专家已抵达奥代伊雷莱镇，试图弄
清这种疾病。按他的说法，迄今为
止，实验室测试已排除那是埃博拉
病毒或其他病毒。亚沙雷维奇说，已
提取了两名患者的血液和尿液样
本，还提取了另一名患者的脑脊液
样本，“所有这些样本已被送往（尼
日利亚）拉格斯大学教学医院，结果
还在检测中。调查仍在进行。”

斯诺登称美国监控

中国驻新西兰领馆

本报讯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19日就新西兰媒体所报该国情报机
构监控中国外交机构一事表示关
切。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
网络安全问题，坚定维护本国安全
利益，将继续采取措施保障自身网
络和信息安全。

新西兰主流媒体《先驱报》当天
公开一份据信来自美国“棱镜门”爆
料人斯诺登的绝密文件，称新西兰
情报机构配合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
中国驻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外
交机构的数据连接线路。新西兰总
理办公室对此表示，不会回应那些
声称来自斯诺登的文件。

《先驱报》近期多次依据来源为
斯诺登的文件，报道新西兰情报机
构对他国进行监控并分享给“五只
眼”情报联盟其他成员美国、加拿大、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消息。新西兰情报
机构先前回应称，该机构的行动得到
政府授权，并接受外部严格监督，符
合新西兰国家利益。 据新华网

4月18日，南非总统祖马宣布因
处理排外骚乱事件取消访问印尼。19
日约翰内斯堡所在的豪登省省长马
库拉参加了反排外和平集会活动。同
时，南非内政部长吉加巴警告骚乱分
子，称他们将面临法律制裁。

截至19日上午共有307名暴徒被
捕，6名外国人遇害，1名外国人尚未
确认生死。吉加巴表示，蔓延南非全
国的排外骚乱事态基本被控制，政府
已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和豪登省建起
数座难民营收留流离失所的难民。

17日下午2点多，位于约
翰内斯堡近郊的非洲商贸城
突然一阵骚动，数百家商店
在不到10分钟内全部关店，
大量华人店主和购物顾客涌
出商城。后来证实，是一名黑
人的玩笑话引发了恐慌———
大家误以为排外暴徒到了这
里。而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
心骚乱区的中国城购物中
心，已连续数日关门停业。

近日发生的排外骚乱，已
让华商绷紧了神经。“17日，500
名全副武装的祖鲁族勇士从
德班乘火车抵达约翰内斯堡，
他们袭击的地点包括……”类
似的谣言在微信上疯传，一家
南非华人论坛因访问量太大
而引发服务器崩溃。

与此同时，中国驻南非
大使馆、驻约翰内斯堡总领
馆和驻德班总领馆数次发出
紧急通告和召开紧急会议，
一方面要求在偏远地区的

“落单华商”时刻注意当地事
态，情况不妙时应关门躲避；
一方面组织各大商城组建官
方微信群，要求在不传播谣
言的情况下，传递正确信息，
保证华商安全。

实际上，在南非经商的华
人，很多都经历过2008年的全

国排外骚乱。在那场骚乱里，
67名外国人死亡，其中津巴布
韦人占多数。本月发生的排外
骚乱，至今已造成了6名外国
人死亡、2名南非人因分赃不
均火拼而死，数百家外国人的
摊位或商店遭洗劫，数千名外
国人流离失所。在这次排外骚
乱中，德班市区一家华人超市
遭洗劫；另外，西北省靠近旅
游胜地太阳城的一家华人商
店也被暴徒洗劫一空。值得庆
幸的是，华人并非此次排外骚
乱的主要目标，但在偏远地区
开店的华商却屡遭波及。华人
损失的只是财物，并未出现人
员伤亡。

目前在南非约有50万华
人，其中35万至40万集中分布
在大约翰内斯堡地区、德班和
开普敦。在这三座城市里，分
布着20余家华人商城。虽然南
非个别媒体对“中国制造”存
在偏见，但物美价廉的中国货
仍吸引了大量当地人购买。同
时，这些商城以及分部在偏远
地区的华人商店，给当地人提
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因此，不
管是之前零星发生的地区性
排外事件也好，这次全国性的
排外骚乱也罢，华人并不是南
非人袭击的首要目标。

华商创造就业机会,未成为排外骚乱目标

本报特约记者 王晓鹏 发自南非

正如南非执政党非国大
发言人此前的一句话：“南非
一直欢迎外国人，目前出现的
只是小规模‘排非洲’骚乱。”
此话一出，立即引发各界尤其
是非洲国家的指责与声讨，导
致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
长不得不紧急召见非洲各国
驻南非使节，向他们郑重道歉
并表示采取一切措施保证“非
洲兄弟”的安全。那么，是什么
原因造成“非洲兄弟”之间手
足相残呢？

1994年，曼德拉领导的非
国大推翻白人统治上台执政，
南非政府对以往在革命中支
持他们的“非洲兄弟”敞开大
门，大量来自津巴布韦、莫桑
比克、尼日利亚、马拉维、刚果

（金）等国的黑人涌入南非寻
找工作机会。因为这些国家的
黑人吃苦耐劳且要求的工资
低，迅速赢得南非雇主青睐。

南非官方数字显示，南非
总人口约5000万，而非法和合

法移民约有500万，其中来自
邻国津巴布韦的移民就多达
100多万。根据南非媒体EWN
引述政府部门调查官员的话
称，在德班受排外事件波及的
外国人中，98%的人没有任何
合法证件，属于非法移民。

同时，南非公民的官方统
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25%的
高 位 ，实际失业 率 则 超 过
30%。大量非洲移民和华商不
同，他们来到南非后，基本上
就是靠打工或在路边摆摊做
小生意，因此南非人认为他们
抢了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另
外，这些移民还享受着到公立
医院就医、子女到公立学校就
读的待遇，南非人认为他们抢
占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福利。值
得一提的是，这些非洲移民的
确推高了南非的犯罪率，正如
之前一名南非官员所言，基本
上每件暴力抢劫案的背后，都
会发现津巴布韦人或莫桑比
克人的身影。

排外主要是“排非洲”,高失业率致黑人相残

实际上，在此次南非排外
骚乱发生前，约翰内斯堡和德
班已发生多次小规模排外事
件。三个月前，约翰内斯堡近郊
黑人区Kagiso发生外籍商人开
枪打死抢劫少年事件，被法院
判定是正当防卫，引发当地黑
人不满，并导致整个地区的南
非人洗劫了数家外国人商店。
在德班郊区亦发生了类似事
件。然而，这均未引起当局重
视，政府否认这是排外行为，仅
将其列为“治安案件”。

彼时的总统祖马只表示会
派警察去平息德班的暴力事
件。同时，他委派内政部长去德
班调查非法移民状况。随后，非
国大发言人的“排非洲”言论和
官方的行动迟缓，引发了邻国
强烈不满，马拉维、莫桑比克等
国表示从南非撤侨。同时，位于
南非的刚果人移民组织、津巴
布韦青年学生联合会等组织，
公开呼吁本国人以同等方式对
待南非人，将南非人杀死或赶
跑。南非境内越来越乱，排外骚
乱从德班蔓延至约翰内斯堡、

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此时，总
统祖马才下令警察全力保证外
国人安全，并下令军队严阵以
待，在必要时平息骚乱。

南非官方的行动迟缓，成
为各界谴责的焦点。据南非媒
体分析，这是因为近期非国大
和总统祖马麻烦不断，祖马耗
费2 .46亿兰特装修豪宅事件持
续发酵，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
党的国会议员每当开会就高喊
让祖马还钱。祖马所涉的军购
案，在封闭数年后，经过反对党
民主联盟的持续上诉，目前已
不得不重新审理。

另外，强制推行豪登省高
速公路收费系统，加之物价持
续走高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
执政党非国大的支持率日渐走
低。2014年大选中，在约翰内斯
堡所在的豪登省，非国大的得
票率跌至不足52%，为史上最
低。因此，此次官方平息排外骚
乱的迟缓，被认为是当局放纵
暴乱行为，以让南非人得到情
绪上的宣泄，从而将矛盾转嫁
到外国人身上。

官方行动迟缓，非国大被指借机转移矛盾

18日，在南非德班的难民安置营地，马拉维人准备乘坐大
巴回国。 新华/路透

18日，南非总统祖马（中）访问德班难民安置营地。 新华/法新

18日，在南非德班的难民安置营地，总统祖马（左二）展示他
给外国侨民捐款的支票样本。 新华/法新


	A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