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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州原油洩漏 恐釀生態災難
魚鳥屍體沖上岸 海豚浸黑色油污
貽 害 無 窮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路透社報道：美國南加州
海岸1日發生嚴重原油洩漏事故，12.6萬加侖（約3000桶）原油流入海中，污染至
少13平方英里（約34平方公里）海域。當地政府警告，海岸上已出現沾滿油污的
魚類及鳥類屍體，有人目擊海豚在油污中游動。受影響地區包括多個近危或瀕危
物種的棲息地，事故恐釀成生態災難。沿海居民批評政府及原油公司反應太慢，
拖延一天多才關閉發生事故的採油設備。

原油洩漏地點
來源：《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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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魚3日從南加州海域的油污中游過。

路透社

當地時間1日傍晚，加州奧蘭治縣沿
海地區居民注意到海面上浮着原油，並
聞到刺鼻氣味。2日下午，海岸警衛隊成
立指揮中心處理漏油事故。2日晚，石油
天然氣公司Amplify Energy發表聲明
稱，其子公司Beta Offshore運營的埃利
原油鑽井平台疑似發生水下輸油管洩漏
事故，涉事管道及三處採油設備均已關
閉。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

事故亦對多地經濟造成衝擊，
受影響地區須暫停漁業活動，亨廷
頓海灘市、拉古納海灘市等夏季熱
門觀光城市不得不在旅遊旺季關閉海
灘，且可能在未來數周乃至數月無法重
新開張。原定在亨廷頓海灘舉行的太平
洋航展閉幕日也被迫取消，這場活動本
可吸引數萬遊客。當地經濟本就因新冠
疫情受挫，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破壞生物多樣性

美多次漏油貽害無窮

據報道，事故導致12.6萬加侖原油
洩漏。當地政府部署撇油設備和圍油
欄，試圖阻止污染擴大，並派出蛙人尋
找洩漏源頭。受影響最大的奧蘭治縣亨
廷頓海灘市3日表示，油污已進入當地的
塔爾伯特沼澤和聖安娜河小徑，在約11
公里範圍內呈扇形擴散。當局警告，未
來數日恐持續有油污出現在亨廷頓海
灘、紐波特海灘等地。
海岸警衛隊3日稱，已從海中清理出
3150加侖原油。但沿岸地區生態環境遭
到的破壞已無法挽回。奧蘭治縣官員福
萊在推特發文稱： 「我們已開始看到鳥
類和魚類的屍體被沖上海岸。」 亨廷頓
海灘市長卡爾表示，漏油事故是一場
「環境災難」 ，且可能引發 「生態災
難」 。她說： 「我們的濕地正在退化，
部分海岸線被原油覆蓋。」 紐波特海灘
市長艾弗里稱，他目睹海豚在油污中游
動。
此外，受污染地區包括雪環頸鴴、
加州姬燕鷗等易危或瀕危物種的棲息
地，附近海域亦常有座頭鯨等海洋生物
出沒。生物專家及環保人士擔憂，事故
將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破壞。生物多樣性
中心海洋項目負責人坂下美代子表示，
鳥類不慎沾上原油後會失去飛行能力，
也無法清理羽毛或調解體溫；鯨魚、海
豚及其他海洋生物游經原油污染海域，
會出現呼吸困難，甚至死亡。

奧蘭治縣1990年亦曾發生漏油事
故，一艘油輪將41.7萬加侖原油洩漏入
海，導致3400隻鳥類及大量魚類死亡。
美國近年多次發生漏油事故，當局
一直被詬病應對緩慢，導致災難擴大，
貽害無窮。2010年英國石油公司在墨西
哥灣租用的原油鑽井平台發生爆炸並引
起洩漏，公司及美國政府採取的補救措
施收效甚微。一個月後，漏油量不減反
增。洩漏事故持續了足足87天，才在多
國及國際組織幫助下停止，但已有數百
萬加侖原油進入海洋。
2015年，美國司法部宣布接受英國
石油公司208億美元的和解協議，徹底解
決此次事故所有求償。但事發十年後，
墨西哥灣數千種魚類體內仍能測出較高
含量的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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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經理控Fb助煽動國會暴亂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
美國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前產
紐波特海灘
品經理豪根3日自揭 「吹哨人」 身
埃利海上石
份，承認早前被媒體公布的Fb內部
油鑽井平台
文件出自她手。在3日播出的專訪節
目中，豪根批評Fb利用算法放大煽
動仇恨和對立的言論，只為博取用戶
關注、提高廣告點擊率。她還指控Fb在
1日發生洩漏
去年大選後過早放寬對假信息的監管，
是今年1月6日國會暴亂的幫兇。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3日播出對豪
根的專訪節目。豪根表示，每當公共利
益和公司營收出現矛盾時，Fb總會選擇
謀取私利。她披露，Fb從2018年起改變
推薦算法，向用戶推薦更多仇恨言論及
煽動對立的內容，因為這會延長用戶使
用Fb的時間，將廣告受益最大化。
豪根還指出，Fb在去年美國大選結
加州輸油管破裂
果出爐後，迫不及待地取消對假信息的
2015 年 5 月 19 日 ， 加
審查措施，並解散了她所在的公民誠信
州聖芭芭拉縣附近一條輸
部門。她認為，此舉導致關於選舉的不
油 管 破 裂 ， 洩 漏 14.3 萬 加
實信息及煽暴言論大肆傳播，是導致國
侖原油，染黑附近海灘並
會暴亂的原因之一。

亨廷頓海灘

豪根2019年入職Fb，並主動要求負
責打擊假消息相關工作。她上月向《華
爾街日報》提供大量Fb內部文件，揭露
Fb已知道新算法會煽動仇恨及對立，且
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害，對外卻依舊裝
聾作啞。她還向政府監管部門舉報Fb至
少8次，指控公司非法隱瞞關於社媒平台
潛在風險的信息。她本周將到國會作
證，並表示希望政府能對Fb採取更嚴格
監管措施。
Fb否認豪根的指控，並形容她的言
論具有誤導性。美媒稱，Fb可能會控告
豪根竊取機密資料。

近年原油洩漏事故

污染大片海域。

墨西哥灣漏油
2010 年 4 月 20 日 ， 英
國石油公司租賃的鑽井平
台 「深水地平線」 發生爆
炸事故後沉入墨西哥灣，
導致11人死亡，並釀成持
續3個月的漏油災難。事故
導 致 320 萬 桶 原 油 洩 漏 入
海，污染至少2500平方公
里海域，大批鳥類、魚類
及海洋生物死亡。

南加州油輪洩漏

▲一隻沾滿油污的鳥3日出現在加州海
灘。
網絡圖片

▲奧蘭治縣各市3日忙於清理漂浮在海面的油污。

1990年2月7日，一艘
油輪在南加州海岸發生洩
漏 事 故 ， 41.7 萬 加 侖 原 油
流入海中，殺死大量魚類
和3400隻海鳥。
來源：美聯社



▲豪根（右）在3日的節目中批評Fb只顧
賺錢。
美聯社

法國天主教會藏三千孌童癖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天主
教會近年屢次爆出性侵醜聞，引起外界
關注。法國獨立調查教會孌童醜聞的委
員會日前揭露，法國天主教會自上世紀
50年代以來存在約3000名孌童癖者。
法國主教團會議（CEF）和法國宗
教會議（CORREF）於2018年組建獨立
委員會調查孌童醜聞。委員會在過去三
年間調查數千名受害者的證詞、司法機
構及媒體檔案後發現，自上世紀50年代
以來，法國天主教會內部共計出現2900
至3200名孌童癖，包括牧師及教徒，且
這個數字僅僅是 「保守估計」 。
委員會撰寫長達2500頁的調查報
告，內容包括施暴者及受害者人數、對

導致教會內部孌童罪行氾濫的 「制度和
文化」 反思，以及45項具體建議。詳細
報告將於5日正式公布。
代表受害者的「Parler et Revivre」
協會發言人薩維尼亞克表示，這份報告
將在法國社會投下震撼彈。教會方面表
示，這將是 「一個嚴酷而嚴肅的時
刻」 。
調查委員會負責人索維去年11月曾
批評教會對孌童案件處置失當，並透露
部分機構存在一系列極為嚴重的濫用職
權行為。尚不清楚教會將如何處置被曝
光的孌童者。據報道，許多案件早已超
出法國訴訟時效，要通過法律手段懲治
這些孌童者恐面臨阻礙。



美國果真無意尋求新冷戰嗎？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在
聯合國大會發言中一再強
調，美國無意尋求新冷戰，
也無意將世界引入分裂對抗
的格局之中，但是，美國將
捍衛其盟友與朋友的 「現實利益」 ，反
對任何試圖恃強凌弱的 「強權政治」 。
拜登將美國裝扮為國際正義的捍衛者與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是對世界人民智商
的嚴重挑釁。
從特朗普政府後期至今，美國外交
政策日益意識形態化。將中國妖魔化為
世界秩序的顛覆者與西方自由民主價值
觀的敵人，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
「拿手絕活」 。在美國加州尼克松圖書
館發表的演講中，他惺惺作態地將今天
的世界定義為正在經歷 「自由世界與暴
政之間的戰爭」 ，並對中國從內政到外
交進行了全面徹底的否定。這一演講被

西方媒體定義為第二次鐵幕演說，着實
讓一些醉心於冷戰時期的西方政客美美
地做了一回舊日時光的春秋大夢。
拜登政府對華外交政策也沒有擺脫
冷戰思維的底色。在三個月前閉幕的七
國集團峰會上，七國領導人正式發布了
名為 「重建更好世界」 （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的倡議，並
大力倡導民主國家的聯盟機制，以意識
形態為標籤，搞 「有選擇的」 多邊主
義，即將於今年12月在美國召開的 「全
球民主峰會」 便是這一外交理念的年終
大戲。這難道不是分裂世界，意圖尋求
「新冷戰」 的具體舉措嗎？
美國外交政策的意圖路人皆知。而
中美博弈是否存在滑向 「新冷戰」 的可
能性，才是我們必須不斷予以澄清的根
本問題。上個世紀以美蘇爭霸為主要特
徵的冷戰，就其本質而言，是兩個極具

擴張本性的世界超級強國對世界霸權的
爭奪。美國學者華勒斯坦堅決否定冷戰
時期美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對
立。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與美國所謀求
的世界霸權在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情，美
蘇冷戰是由對立雙方共同認可的某種潛
規則支配的 「設計好的衝突」 。
從根本外交原則和基本外交實踐
來看，中國不可能成為所謂 「新冷
戰」 的參與者。和平主義外交理念，
是中國一以貫之的基本外交準則。早
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
作會議上就明確指出，要高舉和平、
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牢牢把握
堅持和平發展、促進民族復興這條主
線，為和平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
環境。一直以來，中國堅定踐行包容
開放的多邊主義外交政策，始終堅持
國家只有大小之分，沒有高低之別，

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始
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
系。和平主義，是深深鐫刻在中華民
族文化精神裏的基因。永不稱霸，是
中國幾代領導人對世界作出的莊嚴承
諾。
然而，遵循武力擴張、國強必霸發
展道路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很難理解與
接受中國的外交理念。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指出，美國民族
心理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敵對勢力妄想
症，這種妄想症是美國自身擴張主義的
心理投射。這一文化心態既為美國通過
對外戰爭化解內部矛盾提供契機，也為
美國野蠻的戰爭模式披上了虛偽的道德
外衣。在建國240多年歷史中，美國只有
16年沒有打仗。從二戰結束到2001年，
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248次武裝衝突，

其中美國發起201場，佔比超過80%。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將中國解讀為
美國國家利益的威脅與對手，是在美國
國內政治極度混亂、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的時代背景下逐步出現的。新冠疫情、
本土恐怖主義、自然災害、通貨膨脹等
危機，正在逐步蠶食美國人的民族自信
心與安全感，也成為美國右翼勢力崛起
的溫床。
今日美國面臨的挑戰在其短暫歷史
中從未出現過。美國是否擁有足夠的文
化底蘊與民族智慧消化濫用霸權導致的
全面危機？如果美國社會內部矛盾無法
得到緩解，美國鷹派主導的政權會不會
鋌而走險將世界拖入戰爭？若果真如
此，不僅是中美雙邊關係的悲劇，更是
整個人類的不幸。
高 健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智庫
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