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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十点，80岁老人路边独坐疑似走失

链家经纪人朋友圈紧急发起求助⋯⋯

深夜独坐的走失老人

10月 16日晚上 9点 30分，喧嚣
了一天的马路终于安静下来，只有几
名零零散散的行人，杨悦敏像往常一
样绕着小区夜跑。

突然，他听到马路边传来老人说
话的声音。环顾四周，发现路灯刚能
照到的角落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位老
人。“奇怪，这个时间老人家怎么一个
人在外面？”他一边疑惑着自言自语，

一边慢慢向老人走去。

“奶奶， 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回
家？”杨悦敏走到老人面前，蹲下来和
她打招呼。 老人抬头看了杨悦敏一
眼，眼神恍惚了：“家，回家，回家......”

她嗫喏着说出一些零碎的字句，思路
混乱， 无法回答出一个完整的问题，

更说不清楚家在哪里。

杨悦敏发现，老人的精神状态看
起来不是很好，嘴唇发白、干裂，他知
道这是低血糖脱水的症状，老人应该
很长时间没有吃饭喝水了。他立刻跑
到小区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份热腾
腾的盒饭和一瓶矿泉水，送到老人手
里。在老人吃饭的时候，杨悦敏拨通
了报警电话，陪着老人在原地等待警
察的到来。

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老人接走。

微信朋友圈的寻人接力

回到家后， 杨悦敏还是放心不
下。 他心里一直在回旋着一个念头：

这么晚了， 老人的家人该多么着急，

自己还能做点什么吗？

他想到了链家经纪人强大的朋
友圈，心里一动：不如把这件事发到
朋友圈吧， 说不定通过大家的转发，

能帮老人早点找到她的家人。 于是，

他迅速编辑好一条助力寻人的微信，

和老人照片一起发到朋友圈。

十几分钟后，一条来自上海链家
徐汇大区紫阳花苑店经理卢小飞发
来的询问信息， 让他瞬间激动起来。

卢小飞给他发来一张寻人启事的图
片，这张图是一位链家客户在朋友圈
转发的，图片上写着：

“紧急求助！朋友的姥姥 10月 15

日下午在顾村走失， 能简单交流，低
血糖，怀疑可能晕倒在某处。求转发，

一起帮助老人回家！”

图片上的照片， 正是刚才的老
人。低血糖、能简单交流这些信息，也
全部都对得上。杨悦敏立马拨通了寻
人启事上的电话，把情况详细告知老
人的家人。晚上 12点多，老人被家属
从派出所安全接走。

从老人走失到被杨悦敏发现，已
有一天多时间，而从他发朋友圈到老
人被家属安全接走，前后总共只用了
一个多小时。

“以前在朋友圈看到过其他同事
转发的寻人启事，我们公司也特别支
持能帮助到居民的正能量，所以我没
有任何顾虑，就想着借助链家门店和
链家经纪人遍布上海的优势，赶紧帮
助老人找到家。” 杨悦敏回忆起当时
内心的想法，用“没纠结、没犹豫”短
短几字总结道。

“感谢这位链家小伙， 帮我找到
了亲人，还买饭给她吃，很感动！”被
帮助老人的家属在朋友圈发文，对杨
悦敏热心照顾、帮助老人找到家一再
感谢。

“社区好邻居”就在身边

据悉，这已经不是链家经纪人第
一次帮助老人找家了。

2019年 9月 2日，正是上海的台风
天气，上海链家七宝大区/新镇路二店的
店经理李登恒刚刚开车送完客户，回店
途中经过七宝老街附近时，突然被一位
80多岁的阿姨拦住。老人说自己是出门
给孙子买东西的，结果忘记回家的路怎
么走了。李登恒立刻请老人上车，一边
拿纸巾给老人擦雨水，一边询问老人的
具体家庭住址。老人只能大致说出一个
小区附近的路名，好在李登恒对那一片
路线非常熟悉，到了小区边开车边找老
人的楼栋，转了几圈之后，终于帮老人
找到了家。

10月 23日下午，上海链家世博区/

雪野家园分行的三位年轻经纪人邵成、

李涛和钟阳，在做完社区公益后帮助一
位 70 多岁的迷路白发老人找到了家。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链家鼓励经纪人扎根社区，成为居
民的“社区好邻居”。在日常便民服务方
面，链家门店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应急
打印复印、应急雨具、市内电话、便民饮
水、应急电话传真、代缴水电煤等九项
服务，让居民生活更便捷。

如果说链家门店如同 “城市补给
站”， 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日常便民服
务，那么，链家房产经纪人就像是一个
个移动的服务站，为每一个都市人带去
切实温暖。 期待在上海这座有温度、有
人情味的城市，像链家这样的企业能越
来越多，这样暖心的正能量故事能持续
上演。

“你刚发朋友圈的那位走失老人，可能是我客户朋友的家人！”10月 16日

晚上 11点，上海链家杨悦敏微信收到一条让他激动不已的消息。

就在十几分钟前，他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路遇走失老人”的寻人信息。

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伊朗迈出“突破”核协议第四步
向福尔多核设施千余台离心机注铀气，专家认为仍留余地

■本报记者 张全

平静了一段时间的波斯湾，

因伊朗的两项新举动而再生波
澜。5日， 伊朗总统鲁哈尼称，伊
朗定于 6 日向福尔多核设施的
1044台离心机注入铀气。这一具
有高度象征意味的举动令西方
绷紧神经。就在 4 日，伊朗刚刚
在纳坦兹的核设施启动 30 台
IR-6型离心机。

《纽约时报》援引专家观点
认为， 伊朗此举仍然 “较有分
寸”。

一剂“苦药”

伊朗国家电视台 5 日转播
鲁哈尼讲话。 鲁哈尼说， 定于 6

日向福尔多核设施的 1044台离心机
注入铀气，这是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的第 4步。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说，

福尔多核设施 6日将生产丰度为 5%

的浓缩铀。如有需要，伊朗可以将丰
度提高至 20%，“但现在没必要”。

2018年 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
布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并追加对伊
制裁。为施压欧洲国家保护伊朗免受
美方制裁，伊朗从今年 5月起 3次分
批放弃执行协议部分条款，即突破低
丰度浓缩铀存量、 浓缩铀丰度的限
制， 以及启动 IR-4型离心机和 IR-6

型离心机。

鲁哈尼说，“第四步和前三步一
样是可逆的。无论何时，如果他们（美
国和欧洲）完全遵守承诺，我们也将
完全遵守承诺。”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代表表示， 伊朗已将上述决定通知
IAEA。IAEA 已被要求派核查员监督
这一过程。

据介绍，福尔多核设施位于伊朗
首都德黑兰以南 160公里处，靠近什
叶派圣城库姆。核设施内离心机属于
第一代 IR-1型。 整个核设施被埋在
一座山脚下，以抵御掩体爆破武器的
袭击。 它还毗邻伊朗的军事基地，可
以说防御极其严密，大多数常规武器
无法摧毁。

2015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与
伊朗达成核协议。 在谈判过程中，奥
巴马政府曾试图彻底关闭该设施，但
以失败告终。在外媒看来，难以靠武

力征服的福尔多，始终是伊朗政府敢于
同西方叫板的王牌，也是鲁哈尼政府谈
判的重要筹码。一位美国谈判代表当时
承认：“让福尔多留在原地是一剂 ‘苦
药’。”

美伊最终的妥协结果是，伊朗同意
把福尔多变为一个“核子、物理和技术
中心”，不再向离心机注入铀气。山里的
1044台离心机被用于铀浓缩以外的目
的，诸如生产民用同位素等。

“在 15年内禁止福尔多核设施进
行任何铀浓缩活动，是伊核协议的核心
成就之一。”《华尔街日报》评论，“因此，

伊朗的最新举措是其偏离 2015年伊核
协议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步。”

连出“两牌”

伊朗此次除了打出 “福尔多牌”之
外，另一张牌———“离心机牌”也同样值
得关注。4日，伊朗在纳坦兹的核设施启
动 30 台 IR-6 型离心机。至此，伊朗投
入使用的 IR-6 型离心机数量增至 60

台。 而根据伊核协议， 伊朗仅能使用
5060台第一代的 IR-1型离心机生产浓
缩铀。

外媒分析指出， 伊朗连出 “两张
牌”，可能有几个考量。

第一，这是伊朗精心制定的战略的
一部分， 目的是迫使欧洲兑现承诺，补
偿伊朗因特朗普放弃 2015年伊核协议
后美国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而付出的
代价。

伊朗于今年 5 月宣布暂停履行伊
核协议部分条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

给其他缔约方 60天期限以满足自身诉
求。9月 6日，伊朗宣布第三阶段减少履
行伊核协议义务措施，放弃遵守核能研
发方面的承诺。而 11月初正好是 60天
“大限”将至之际。

第二，伊朗的举动似乎也是对特朗
普政府新制裁的谴责。美国财政部 4日
宣布，制裁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
系密切的 9 人和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
部。一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在电话中
告诉路透社记者，此次制裁进一步锁定
哈梅内伊“核心圈”中军事和外交事务
顾问的金融资产。

较有分寸

伊朗此举将产生哪些影响？

有分析认为，伊朗此前宣布的三轮
措施，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依然是
在可控范围内的小幅升级施压，远未到
撕毁核协议的地步。在伊朗的“选项清
单”里，最强硬的措施是重启阿拉克重
水反应堆。中度选项是把浓缩铀丰度提
高至 20%。而解除核研发限制是相对温
和的选择。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项目
研究员萨纳姆·瓦基尔也认为，伊朗当局
在周二的声明中仍然“较有分寸”。她说：

“伊朗正在推动红线，这是它施加最大压
力以改变欧洲立场的行动的一部分。伊
朗本可以做得更多，但他们没有。这仍然
是伊朗可以逆转的步骤之一。”

“我们致力于与一些国家找到解决
办法，”鲁哈尼说，“今后两个月，我们会
有更多谈判。

约翰逊押宝“双十二”，英国解散议会开启选战
分析指出：保守党虽民调领先，但能否赢得绝对多数议席并完成“脱欧”仍存悬念

■本报记者 陆依斐

英国本届议会 11 月 6 日凌晨正式解散，

这标志着定于 12 月 12 日举行的英国大选正
式拉开帷幕。 尽管目前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
守党在民调中领先，但其能否如愿赢得议会下
院绝对多数席位、带领英国顺利“脱欧”仍存
悬念。

分析认为，提前大选是英国为打破“脱欧”

僵局开出的“新药方”。在“脱欧”紧要关头，这
场大选的意义在于整合民意，但英国的政治危
机短期内看似不会消失。

决定“脱欧”命运

根据相关法律，英国原定 2022年举行新一
届议会选举。 但英国议会下院 10月 29日投票
通过政府提出的一项法案， 同意在 12月 12日
提前举行大选。 该法案在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御准”后正式成为法律，执政党保守党
和最大反对党工党同一天 “抢跑” 拉开竞选帷
幕， 而 10月 31日原是英国和欧盟二度推迟的
“脱欧”大限，距离英国议会重开仅仅两周有余。

按英国法律， 议会在大选开始前 25个工
作日自动解散，之后各党将正式展开为期 5周
的拉票活动， 大选结果预计 12月 13日揭晓。

这场“闪电大选”将是英国自 1923年来首次在
圣诞节所在的 12月举行大选， 也是英国在不
到五年内的第三次大选。据悉，届时约 4600万
人有资格参加投票，议会下院 650个席位全部
公开争夺。

有观点认为，在如此接近圣诞节和新年之
际举行大选或将惹怒选民，竞选活动以及选民
投票或将受到季节和天气的影响。路透社评论
称，英国将于 12月 12日举行一场极为不可预
测的大选，这场大选可能决定英国“脱欧”的命
运， 也可能决定这个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未
来。

美联社称，英国三大主要政党周二向疲惫
的选民们示好，他们都承诺，如果赢得大选，就
会结束英国“脱欧之争”，但他们对于如何实现
这一目标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愿景。目前，英国
各党正在瞄准大选， 为争取选民展开激烈博
弈，既抛出“脱欧”主张，也强调国内议题。

《福布斯》撰稿人弗朗西斯·科波拉指出，

英国“脱欧”将主导大选。尽管各党会借国民医
保、社会福利和住房等社会议题分散选民注意
力，但英国人民明白，这场大选实际上是对“脱
欧”的二次公投。“脱欧”进程延宕三年至今，英
国议会一直未能就如何甚至是否“脱欧”达成
一致。现在，这将由人民来决定。

各党激烈博弈

目前，保守党和工党受到较多关注。

保守党方面，今年 7月上任的约翰逊期望
经由大选，争取保守党在议会更多席位和更大
话语权，从而助力政府与欧盟上月达成的新版
“脱欧”协议过关。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约
翰逊不会在保守党竞选宣言中写入“无协议脱
欧”内容，反之，保守党将向选民强调新版“脱
欧”协议的优越性，并承诺尽快完成“脱欧”。

此外，为了争取“脱欧派”选民支持，保守
党还在酝酿放松“钱袋子”，承诺推行多项利好
民生政策。保守党打算发布 40页竞选宣言，希
望经由政府扩大公共财政开支和增进民生福
祉吸引“脱欧派”工薪阶层选民。

尽管约翰逊已与欧盟领导人达成新版“脱
欧”协议，但曾扬言“不脱欧毋宁死”的约翰逊
也在议会下院压力之下被迫向欧盟申请延期
“脱欧”。目前，英国和欧盟已同意将“脱欧”“灵
活延期”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约翰逊或因未
能带领英国如期“脱欧”面临选民惩罚。

工党方面希望，若能赢得大选，将与欧盟
谈妥“软脱欧”协议———英国在政治上与欧盟
脱钩，但经济上仍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工党还

希望科尔宾当选首相后举行二次公投，决定是
否支持“软脱欧”协议和是否支持“留欧”。此
外，工党还打出经济民生牌，扬言推翻腐败体
制。不过，近期民调显示，65%的选民不清楚工
党的“脱欧”立场。

随着选情日渐白热化，一众小党开始受到
更多关注。脱离欧洲联盟党（“脱欧党”）党首奈
杰尔·法拉奇明确不参选议员，但将投入竞选，

与约翰逊 “对着干”———反对约翰逊与欧盟达
成的新版“脱欧”协议。

另有三家反对党———自由民主党、绿党和
威尔士民族党打算缔结同盟，力争赢得议会下
院 60个议席，从而阻碍保守党成为多数党，阻
止英国“脱欧”。自民党坚定主张“留欧”，该党
领袖乔·斯温森周二说，这场大选“处于一个翻
天覆地变化的时刻”。

结果极难预测

2017年 4月，在民调中大幅领先的保守党
同样主张提前大选， 时任首相特雷莎·梅本想
拿下大选，为“脱欧”谈判铺路，谁知保守党“爆
冷”丧失议会多数优势。这一次，约翰逊押宝
“双十二”，究竟是会力挽狂澜？还是沦为“短命
首相”？

近期多项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率稳居首
位，工党与自由民主党紧随其后。英国《星期日
电讯报》委托 ORB国际公司进行的民调显示，

保守党支持率为 36%， 工党支持率为 28%，自
民党为 14%，“脱欧党”为 12%。

分析指出，届时“脱欧派”选民将投票给保
守党或“脱欧党”，而“留欧派”选民可能支持工
党和自民党。不过，大选结果难以预测，因为“脱
欧”议题可能打破传统政党支持者的界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
文指出，鉴于此前形势，提前大选可谓英国为
打破“脱欧”僵局开出的“新药方”。在“脱欧”紧
要关头， 这场大选最大的意义在于整合民意。

重新选举议员后，新一届议会可能会更好地代
表民意。目前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确实存在一定
实力差距，大选将有两大看点：保守党能否夺
回绝对优势；如果成为领先政党，保守党能否
成功组阁。 如果保守党在大选中表现较差，工
党联合其他党派组阁也不是没有可能。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高健预计，保守党有大概率获胜，甚至可能
夺回第一大党地位， 该党单独组阁可能性较
大。原因有三：其一，“脱欧”发展到今天，英国
民众已经疲倦，“久拖不决对谁都不利”。其二，

英国议会上月已经“二读”通过约翰逊政府和
欧盟达成的新版“脱欧”协议。此前，议会出于
完全杜绝“无协议脱欧”风险的考量采取了拖
延策略。其三，工党缺乏政治智慧和眼光，工党
党首科尔宾在诸多重大战略决策上失误，其一
系列言论前后不一致， 甚至存在方向性错误。

高健认为，如果保守党能够单独组阁，意味着
保守党重掌“脱欧”主导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

前驻外大使孙海潮认为，民调显示执政的保守
党虽仍占优，但与工党的差距缩小，保守党为
显示正统形象又要刻意与“脱欧党”区隔，保守
党要想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可能性不高。如果
在 12 月 12 日的大选中没有获得议会绝对多
数， 约翰逊步卡梅伦和特雷莎·梅后尘的可能
性不但存在而且极高。提前大选既是约翰逊摆
脱政治困境的唯一途径，更是一步押上自己政
治生命的险棋。

施罗德投资高级欧洲经济师及策略师阿
扎德·桑格纳预计， 保守党面临的主要威胁将
是“脱欧党”，因为“脱欧党”的主张可能吸引足
够多的选民支持， 从而削弱保守党总体得票
率，继而让工党渔翁得利。

选举专家约翰·柯蒂斯认为， 在新一届议
会 650席中， 少数党有望占据 100席左右，这
意味着保守党或工党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的
机会微乎其微，这将引发组阁问题。

大选难解国家危机
■本报记者 陆依斐

2016 年 6 月， 英国选民以 52%支持、

48%反对的结果通过“脱欧”公投，时任首相
卡梅伦“政治豪赌”失败，宣布辞职。去年 11

月， 时任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领导人达成
“脱欧”协议，但却三遭议会否决，梅也最终辞
职下台。近日，任职十年的英国议会下院“咆
哮”议长约翰·伯科也宣布告别。三年来，从换
首相到换议长，再到如今换议会，英国“脱欧”

一拖再拖，引发英国政坛一次次“地震”。

“脱欧”只是插曲
《福布斯》撰稿人科波拉认为，英国“脱

欧”实际上只是一段插曲。焦点在于重塑英国
政治，以及英国自身的未来。在英国呈现对抗
性的议会制度中， 脆弱的联盟和非正式联盟
运作并不完善。 这场大选最有可能的结果是
产生又一个脆弱、不稳定的政府，围绕“脱欧”

的争论越来越多，“脱欧”越来越拖，对英国治
理事务的关注越来越少， 民族主义政党的力
量越来越大， 这意味着英国分裂的可能性越
来越大，英国的政治危机短期内不会消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中心主
任、前驻外大使孙海潮认为，3年来，英国“脱
欧”没有“脱”成，倒使国家陷入有史以来的
最大危机，经济倒退，社会分裂。这种状况还
将持续较长时间，短期内尚看不到尽头。

根本矛盾仍存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高健认为，民意分裂、政治极化（碎片化）现
象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现
象。 就英国而言，“脱欧” 加剧这一现象。“脱
欧”之后，英国社会分化现象预计不会得到缓
解，因为根本矛盾依然存在，主要在于社会经
济治理。随着英国社会进入大调整时期，该国
经济增长乏力导致民众获得感被大大削弱，

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无休止的矛盾中。 各党
“经济民生牌”基本属于纸上画符。

美联社指出，虽然选民可能希望通过大
选结束“脱欧”引发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可能
会失望。 英国面临着更多重大决策和迫在眉
睫的最后期限。一旦英国离开欧盟，将不得不
与最大贸易伙伴欧盟谈判一项新贸易协议。

这 张 伊
朗原子能组
织 11 月 4 日
发布的照片
显示，该组织
主席萨利希
在纳坦兹的
核设施启动
离心机时对
媒体讲话。

新华社发

11月 5日，在英国哈洛，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前左）发表演说后和与会者合影。当日，科尔宾
来到哈洛，为将于 12月举行的大选拉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