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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4月面向全球孤独症儿童及家庭免费开放

4月 2 日是世界孤独症日，为了让
更多社会人士了解和关注来自星星的
孩子。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3 月 30 日携
手央视著名主持人鞠萍、冬奥会花样
滑冰冠军赵宏博、奥运会男子佩剑个
人击剑冠军仲满，公益合作伙伴壹基
金、美团门票、美团公益及千余名爱心
人士共同见证“用爱包容所有，与星
星同闪烁”海昌海洋公园公益月暨孤
独症家庭关怀计划的正式启动，并进
行为爱助力亲子公益星空跑。

守护温暖 以爱为盟
海昌海洋公园公益月
暨孤独症家庭关怀计划启动

一直以来，海昌海洋公园都十分关
注孤独症儿童群体， 自 2015年宣布每
年 4 月为“关注孤独症儿童主题月”并
面向全球孤独症儿童及家庭免费开放
以来， 已连续 4 年持续践行孤独症群
体的公益关怀行动。2019 年“海昌海洋
公园公益月暨孤独症家庭关怀计划”

启动仪式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正式拉
开帷幕， 活动现场星星的孩子献上精
彩的歌曲， 以此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
与尊重。

同时，海昌海洋公园高级副总裁兼
首席运营官刘家斌宣布：4月 1日-4月
30日海昌海洋公园旗下主题公园将向
全球孤独症儿童及家庭免费开放。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正式开园后，园
区每卖出一张门票将会向“上海海昌海
洋公园生物保育公益基金会”捐赠一元
钱用于海洋和水生生物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合作研究、科普推广和公益活
动。 在此基础上， 针对此次公益月活
动，海昌海洋公园也将与壹基金、美团
门票及美团公益战略合作， 围绕倡导
公众关注孤独症群体、 促进社会接纳
融合、 为孤独症家庭提供公益支持服
务等方面开展持续帮扶， 改善社会公
众对孤独症群体的刻板认知， 帮助他
们更好地生活， 同步活动现场此次星
空跑全部收入捐献壹基金孤独症家庭
关怀项目。 此外，4 月 1 日-4 月 30 日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还将持续开设免费
公益科普课堂， 让更多的社会人士了
解、理解星星的孩子；同期孤独症儿童
及家庭凭有效诊断证明或相关证件前
往园区年卡中心即可办理公益月卡，4

月期间免费畅游园区。

公益践行 为爱领航
爱心公益嘉宾一同领跑
亲子公益星空跑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一直致力于科
普教育和社会公益活动， 积极关心帮
助困难和弱势群体。 活动当日园区邀
请孤独症儿童家庭入园体验， 小朋友
们与“白大夫”白鲸、“海博士”海豚温
馨互动，了解海洋动物知识，在乐学乐
教的环境下打开心扉， 露出天真无邪
的笑脸。

活动当晚，千余人在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共同开启亲子公益星空跑，用运动
传递炽热的爱心，用热情渲染生命的活
力，一同为星星的孩子助力。本次赛程
路线贯穿园内动物场馆， 全程约 2.5km

涵盖 7个打卡点位。

千余人齐聚园区“极地小镇”区域
以圣诞小镇为起跑点，沿途探访冰山北
极馆“极地霸王”—北极熊、“海洋精灵”

—白鲸、“冰原枭雄”—北极狼等北极
“居民”；路过打卡点还与“海洋霸主”—

虎鲸偶遇，一睹虎鲸的霸气雄姿；穿越
南极桥踏入海底世界馆，置身海底尽览
海底世界的静谧雄奇； 经过海豚家园，

更有 “海洋精灵”—海豚为选手们加油
鼓气；憨态可掬的企鹅绅士们，也在南
极企鹅馆拍着翅膀欢呼雀跃。赛程路线
还融合各类海洋科普知识，将科普运动
相结合充分体现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寓
教于乐的宗旨。活动当天也是“地球一
小时”，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倡导“与自然
共生”，并于 20：30—21：30全园包括酒
店关灯一小时，呼吁保护地球从点滴
做起。

公益从来不是一时一刻的事，而是
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使命。在践行“孤独
症家庭关怀计划” 公益理念基础上，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将持续围绕海洋动物
及环境保护等内容，推出系列科普主题
活动，以爱心与实际行动，为公益事业
增添一份力量。

新闻分析

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此后的日
本便进入长期经济低迷时期。 据此日
本有人说， 平成时代是日本 “失去的
10年”“失去的 20年”甚至是“失去的
30年”。不少专家则认为，这种说法在
某种意义上是日本在上世纪 80年代
饱受美国打压后，吸取教训，刻意低
调，制造出来的哀兵之论。其实，这 30

年可谓日本经济由青春张狂期步入
成熟期的 30年，是抚平躁动、挤压泡
沫，对内追求高质量发展、对外急剧
扩大投资，闷声大发财的 30年。

走出低谷花费 15年

上世纪 90年代初泡沫破裂，引起
日本社会震荡，虽然股市大起大落，但
得益于实体经济、 科技的雄厚实力和
高端工业制造能力等因素，从 2005年
开始，日本企业能力便告恢复，金融体
制强化，民间消费扩大。到 2006年，所
有宏观经济指标都表明， 日本经济已
经走出上世纪 90年代的阴影，国际竞
争力也从 2002 年的 27 位上升到 17

位。日本从泡沫经济崩溃到走出低谷，

大约花费了 15年的时间。

泡沫破裂后，处于调整改革期的
日本经济仍在高水平上运行，GDP没
有大幅下滑， 还有小幅增长。 日本
2017年名义 GDP总额为 4.8604万亿
美元，位列全球第三，在西方发达国
家中继续保持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日
本经济增长缓慢，但日本的人均 GDP

一直处于高端。

泡沫经济破裂的打击的确是严重
的，但日本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在日
本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仅看
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消长、而不
看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是不能
把握日本经济实况的， 就像看一个家
庭的收入， 没有把外出打工的收入计
算在内一样。 正是在 “失去的 20年”

间，日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从贸易大
国转型为“贸易+投资”大国，打造了
另一个“海外日本”，成为拥有海外净
资产最多的国家， 而海外资产创造的
净收入并没有包括在 GDP数据中。

从日本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层
面来看，经过“失去的 20年”，日本依
然是一个富裕和藏富于民的社会。上
世纪 80年代股市泡沫破裂后， 日本
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不但没有停滞，

而且出现了显著增长。

日本经济出路在海外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国家都不可
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仅仅用 GDP增
长率来衡量一个发达国家与一个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形势孰优孰劣， 是不科
学的。作为一个“得天不厚”而高度发
达的国家， 日本能长时间保持西方第
二经济大国地位，人均 GDP能多年保
持在高位， 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
面都达到精细化的程度，城乡、区域发
展均达到比较均衡的状态……这一切
说明日本经济处于成熟期。

当今的日本，正以“环境革命”为

号召， 进入经济创新和生活质量提升
期。 而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
发展，第四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日本
政府和企业界已将人工智能作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之
一。2018年 6月， 日本 《未来投资战
略》 重点推动物联网建设和人工智能
的应用，这些正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

社会进步的新驱动力。

展望令和时代的日本，最可能影
响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严重的
老龄化和低生育导致人口数量不断
减少；而且，国内发展已几近饱和状
态， 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从
这种意义上说，日本经济的成熟期意
味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已经达
到或接近它的上限，很难再出现高速
增长的奇迹，能够尽量保持既有的高
发展水平，避免下滑，就算不错的了，

就像一个中年人可能延缓衰老，而终
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老年一样。

笔者以为，日本经济的出路在海
外。日本已完成资本积累，且有高精
尖技术积累，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
积累，这是日本的优势。今后，日本发
挥上述优势，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
球化，向海外发展，尤其是搭乘中国
发展的顺风车，进一步密切中日双边
经贸合作，并在“一带一路”的平台
上，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失
为日本保持中年活力、延缓衰老的最
佳“养生之道”。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
会高级研究员、前大使）

执政党首次丢掉对首都的行政领导权，经济显现衰退迹象是失利主要因素

土耳其地方选举，埃尔多安为何失掉大城市
■本报记者 安峥

3月 31日，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初步结
果显示： 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 16年来首
次丢掉对首都安卡拉的行政领导权；最大城市
伊斯坦布尔选情胶着；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继
续留在反对党手中。外媒评论称，这是埃尔多
安执政 16年来遭遇的最大选举失败， 这个结
果震动土耳其。

专家认为，土耳其正处于政治整合的微妙
时期。 这次地方选举有可能成为正发党走下坡
路的一个节点，但埃尔多安政治手腕高超，权力
基础仍然稳固。接下来的 3至 4年里，他一定会
继续大展身手，努力扭转正发党面临的颓势。

“惨胜”？

这场地方选举发生在土耳其总统选举 9

个月后。去年 6月，土耳其提前 17个月举行改
制后的首次总统选举， 埃尔多安成功当选总
统。当时外界质疑：这是政治强人的豪赌。如今
看来，他的确有理由担心“夜长梦多”。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在土耳其经济陷入
衰退、埃尔多安获得压倒性权力后，这次地方
选举被普遍视为一场民意测验，受到外界密切
关注。

根据土耳其官方信息， 此次共有 12个政
党参选。其中，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
动党组成“人民联盟”；老牌反对党共和人民党
则与好党组成“国家联盟”；亲库尔德政党人民
民主党放弃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提
名候选人，支持反对党联盟。有评论认为，这样
的合纵连横态势，让正发党在两座最大城市选
情堪忧。

果不其然。初步结果显示，在首都安卡拉，

共和人民党候选人以 3 个多百分点的优势击
败正发党候选人。 在商业中心伊斯坦布尔，两
党选情胶着，相继宣布己方险胜；市长的最终
归属可能还要选举委员会裁定。 放眼全国，正
发党在土耳其 81个省中只赢下 40个省。相比
之下，2014年的选举它赢下了 53个。 不过，正
发党竞选伙伴民族行动党在 12 个省获胜，帮
助正发党抵消了部分损失。

选举当晚，埃尔多安向选民喊话：执政党
取得了地方选举的胜利。 但舆论普遍认为，失
去安卡拉、在伊斯坦布尔挣扎，正发党显然遭
遇重大损失。“它不仅丢掉了首都安卡拉、度假
胜地安塔利亚和全国棉花重镇阿达纳；即使不
算伊斯坦布尔， 它在土耳其 12个主要城市中
丢掉 7个。”《华尔街日报》指出，在土耳其所有
经济发达地区，正发党的表现都很差。对于一

个自称亲商的政党来说，这是个大问题。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晨
认为，尽管埃尔多安称“胜利”，但充其量只是
“惨胜”。 最关键的两大城市一个失守 （安卡
拉）、一个胶着（伊斯坦布尔）就是对正发党的
警告。至于，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本来就是反
对党大本营，正发党落败不足为奇。

“选举结果比外界预料得更差，但也在意
料之中。”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
绍先指出，埃尔多安对这次选举很上心，几乎
开动国家机器大力竞选。但即使在正发党长期
把持、势在必得的老巢伊斯坦布尔，选情仍然
命悬一线，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味。

“这确实表明，执政党衰弱了。”土耳其卡迪
尔哈斯大学教授索利·厄泽尔表示，自埃尔多安
登上政治舞台以来，这样的转向具有历史意义。

美国资深评论员鲁森·卡基尔在推特上写道，

“1994年的地方选举， 埃尔多安当上伊斯坦布
尔市市长，开启所向披靡的政治生涯。今天的结
果表明，25年前翻开的一页，现在正在合上。”

惩罚？

“埃尔多安不可战胜的形象开始改变。忠
实的保守派选民因经济衰退而惩罚了他。”

BBC如是指出。

舆论普遍认为，经济是选民最为关心的问
题。 土耳其曾是 G20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
一，但如今已进入衰退。失业率逾 10%，年轻人
失业率高达 30%；货币里拉 2018年贬值 28%，

最近几个月通胀率已达到 20%。 过去一年中，

土耳其建筑业（主要经济引擎）失去 300 万个
就业岗位中的约三分之一。路透社指出，政府
近期出台的限制里拉流动性举措，更是导致股
市、债市、汇市“三杀”。

自 2002年以来， 正发党为什么能如鱼得
水，连选连胜？李绍先认为，最关键的原因，除
了对政权的驾驭能力， 就是经济发展有声有
色。这个势头在 2018年前基本能够维持，但在
2018年后，土耳其经济遭受重创，下层百姓首
当其冲，他们也是正发党主要的票仓。

在杨晨看来， 正发党在大城市遭遇失利，

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首先，经济是最重要原
因，这是正发党过去的优势，如今随着与西方
关系紧张，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显现衰退迹象。

其次，自去年 6月起实施的总统制也是一个因
素。它说明土耳其国内仍有一部分人对总统制
心怀不满。再者，这也是政党政治运作的结果。

过去的地方选举，各政党都是单打独斗；但这
次不同， 执政联盟和反对党都是组成政党集
团。更重要的是，以前土耳其政坛“三足鼎立”：

正发党一派、共和人民党一派，亲库尔德政党

库尔德人民党一派；但这次，库尔德人民党竟
然打破传统，在最大的两个城市支持反对党联
盟的候选人。新的竞争方式让反对党一改过去
一盘散沙的颓势，也让正发党陷入较为不利的
局面。

“这可能成为一个节点。”李绍先指出，此
前正发党可能也会遭遇挑战，但其操控选举政
治驾轻就熟。从历史上看，土耳其政坛格局相
对僵化， 老牌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支持率约在
25%，很难有重大突破。如今，政党进行了新的
分化组合，不排除反对党阵营对正发党执政地
位构成挑战的可能。但必须指出，这并不意味
着土耳其政治格局发生质变，正发党的议会控
制权和埃尔多安的地位仍然稳固。 只是说，这
次选举可能成为正发党走下坡路的一个节点。

“自去年 6 月总统制正式实施以来，土耳
其正处于政治整合的微妙时期。” 上海外国语
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指出。

掣肘？

埃尔多安在竞选时说，这次选举关乎“国
家存亡”。有评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也有观
点称，失去安卡拉和其他大城市，正发党照顾
选民———尤其是穷人和老年人，他们从政府那
里得到食品、燃料等各种生活物资———的能力
可能变得极为复杂。

专家一致认为， 埃尔多安的紧张不无道
理，现在的结果对正发党未来执政不利。

“总的来说，随着正发党失去一些地盘，中
央政府与一些地方政府的关系会发生改变，敌
对或者说竞争关系势必会影响中央施政纲领
在地方的落实，地方政府会对中央决策形成掣
肘。”刘中民认为。

具体而言， 这次选举的结果会对政党人
气、民众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正发党是一个从
泥土中走出来的政党，大城市民众动员能力是
其强项。如今，正发党在聚集自身势力方面会
受到影响，难以尽数发挥优势。”李绍先认为。

杨晨指出，首先，地方官员与普通选民贴
近度更高， 政策主张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当
选市长如果把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在下次议
会大选中胜出的政治资本就丰富了。 其次，市
长一职掌握地方财政大权，在税收、人口管理
等方面有独立的支配力， 并不完全受中央控
制。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艾尔坎·厄德米尔也认为，地方市长、市政委员
会和社区管理层不仅是埃尔多安掌权的关键，

也是正发党的收入来源。

“因此，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扭转
或者改写下届选举的格局。”杨晨说。

埃尔多安怎么接招
■本报记者 安峥

埃尔多安接下来会怎么接招？“眼下，他
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稳固自己的执政地
位。”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
晨指出，首先，他需要搞好经济；其次，他需
要面对逐渐形成势力的反对党联盟，这是今
年地方选举的新动向。

综合原因拖累经济
经济层面，埃尔多安承诺，这是 2023年

大选前的工作重点。“土耳其经济的问题在
于严重依赖外国资本， 经济脆弱性加深，不
断加大的私有化也使得国民经济 （工业基
础）被严重削弱，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日趋严
重。2012年前，这些问题都被高增长掩盖，但
2012年经济放缓后，矛盾日趋凸显。”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指出。

杨晨认为， 土耳其经济面临的问题，既
有结构性原因，也有政局不稳造成的消极影
响， 同时还与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恶化有关。

这就引出两个问题，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伙
伴的关系有希望好转吗？埃尔多安会向国际
组织求助吗？

要处理三组矛盾关系
政治层面，刘中民认为，埃尔多安政府

需处理好三组矛盾关系：威权与民主、伊斯
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官方伊斯兰与社会伊斯
兰（以“居伦运动”为代表）。正发党政府的可
贵之处在于，消解了凯末尔时期“激进世俗
化”留下的问题。埃尔多安推行修宪、改成总
统制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土耳其政体朝着更
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这也引出一个潜在悖论，怎么把握
这个尺度，才能避免过犹不及。”

有评论认为，面对逆境，埃尔多安这样
一位善于施展政治谋略的人物岂会“坐以待
毙”？“他素有‘变色龙’之称，具有超强的环
境适应能力。过去几十年里，并不是他没有
遭遇挫折，而是他凭借各种闪转腾挪屡屡化
险为夷。”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
李绍先指出，这次的选举结果在打击埃尔多
安的同时， 也会刺激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在
任期结束前（2023年）施展更多才干。

4月 1日，在土耳其安卡拉，正义与发展党支持者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

日本平成时代：调整改革后步入成熟
■王泰平

日本发布新年号：令和
据新华社电 日本政府 4月 1日发布新年号， 定为

“令和”。现任天皇定于 4月 30日退位，宣告“平成”时代
结束。新年号自 5月 1日新天皇即位起施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后在记者会上发表谈话，向国
民阐述新年号的涵义等相关情况。他指出，“令和”出自
日本最古老诗集《万叶集》的语句“初春令月，气淑风
和”，蕴含了“文化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诞生并
成长”的涵义。

按照共同社的说法，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年
号的国家。 日本年号以往取自中国古代典籍，“令和”是
首个出自日本古代典籍的年号。

一名现年 70岁的市民告诉日本广播协会 (NHK)电
视台记者：“平成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和字给人以和
平的印象，希望新的年代也能和平。”

4月 1日，在日本茨木，工人们在工厂包装印有“令
和”年号的日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