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曼底模式”

“诺曼底模式”是一个致力于解决乌克
兰东部地区冲突的谈判架构， 创立于 2014

年 6月。 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 70周年之
际，邀请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在诺
曼底就乌克兰局势进行首次磋商。在那之前
的两个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包括顿
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爆发政府军和民间
武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首次峰会以来，四方先后举行四次峰会，

其中最有成效的是明斯克峰会。 各方当时签
署新明斯克协议， 就停火和东部地区政治安
排等达成一致。由于分歧较大，“诺曼底模式”

会谈自 2016年柏林峰会后一直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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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实效超出预期
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绿色账户， 作为鼓励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
正向激励机制，自 2015年成为上海市政府实事
项目全面推广，发展 5年来，注册用户已经遍及
全市各区，日均活跃用户达到将近 100万。

在活动仪式上，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处长

金浩表示，上海绿色账户作为上海生活垃圾分
类实践模式之一，一直致力于宣传绿色环保理
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领市民养成垃圾分
类良好习惯，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的发布及实施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近期， 上海市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
情况报告显示：“上海发布” 的垃圾分类功能查
询量已达 2000多万人次，全市 1.2万余个居住
区达标率已由去年年底的 15%提升到目前的
90%，湿垃圾分出量增长 1倍，干垃圾处置量减
少 33%， 种种成果增加了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
的信心和动力。

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联合发布一份调研报告显
示，约八成市民主动分类投放垃圾，市民对垃圾
分类实施效果满意度较高； 有 71.6%的上海市
民能够准确区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所分别对应
投放的垃圾种类； 有 79.8%的上海市民在没有
监督员的情况下， 每次扔垃圾时都会主动遵循
垃圾分类，体现了较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培养行动自觉
绿色账户表彰年度十佳诚信用户

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要立足“方便大家分、

引导大家分”， 做实做细垃圾分类各个环节，多
推一些人性化的举措、精细化的管理，进一步激
发大家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 真正使垃圾
分类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准则和行动自觉。

活动当天， 惠众公益中心对 2019年度绿
色账户十佳诚信用户进行了颁奖，颁奖嘉宾则
是绿账十佳用户所在居委会代表。

十佳诚信用户都是绿色账户老用户，他们
将垃圾分类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上海绿色
账户的忠实粉丝。

长宁仙霞街道虹仙小区居民王文奕，在作
为绿账十佳用户代表发言时表示：“2017年 11

月，我成为绿色账户用户，从一开始的埋怨、抵
触，到逐渐理解、慢慢习惯，从讥讽别人分类到
自觉分类和动员、督促他人加入垃圾分类大家
庭，我们在改变、我们在习惯、我们在进步。原
来办理的非实名制绿色账户卡单独卡，兑换活
动只能通过居委组织现场兑换，实体卡也容易
磨损遗失，2018年 11月， 我完成了实名制注
册，这样也可以在网上积分兑换了，让我们用
户更方便了。这充分体现了绿色账户实名制的
积极作用。”

据悉，本次十佳用户，都是根据绿色账户

平台系统的实名制积分数据库推选出来的。惠众
公益中心一直在以绿色账户卡“实名制”为抓手，

探索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经过几年持之以恒的
努力，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依托大数据，对居民垃
圾分类的习惯、小区垃圾分类的成效，有了更精
准的分析和把握，这也为垃圾分类先进表彰提供
了扎实的基础。用大数据为垃圾分类赋能，提高
垃圾分类实效，培育市民垃圾分类习惯。

惠众公益中心表示，将不忘初心，进一步宣
传推广绿色账户实名制，以此记录市民用户的诚
信环保生活习惯和文明素养，体现上海这个超大
城市社会精细化管理的实效和成就。

“蝶变上海”微视频挑战赛
弘扬标杆营造氛围

垃圾分类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进一步营造
“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分类为荣”的浓厚
社会氛围，让生活垃圾分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融入日常。

为此，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局、团市委、解放日
报、 惠众公益中心于 9月共同启动了绿色账户 #

垃圾分类蝶变上海 #微视频挑战赛， 截至 11月
底，共收到近 200部短视频。经过专家评审，大赛
获奖作品出炉，当天活动向获奖者颁奖。

这些获奖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7月 1日实施以来，在社区发生的

垃圾分类故事和可喜变化。其中，不少获奖作品，

出自垃圾分类环保组织以及社区居民之手，这表
明，社区以及环保公益组织在垃圾分类社会氛围
营造方面，越来越注重新媒体等传播手段，提升
宣传的效果。

惠众公益中心表示，垃圾分类是一种生活习
惯，既要法规条例的规范，又要教育引导。短视频
大赛的获奖作品， 给垃圾分类宣传带来了新气
象，对于全面发动社会，营造参与氛围，发扬标杆
精神，推动垃圾分类，引领美好时尚，具有很好的
导向和实践意义。

中国银行绿色账户“双 12”
积分兑换爆款来袭

此次活动现场，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也开展
了 12积分换“生活优品”爆款活动、垃圾分类小
游戏等， 吸引了一大批现场市民参与和兑换，氛
围非常热烈。

同时，为进一步宣扬绿色环保理念、让更多
市民享受到 “绿色实惠”，2019年 12月 12 日至
2020年 1月 2日期间， 中国银行将开展 12积分
换“双喜临门”、12积分换“生活优品”、农工商积
分兑换“限时对折”等一系列爆款活动，持有中国
银行绿色账户套卡的市民可在上海绿色账户官
网官微、中国银行绿色账户百家网点等渠道报名
参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趣味挑战赛点亮全城
为健康生活添动力

当天的活动，惠众公益中心还对上海东方购
物有限公司进行授旗奖励；与上海西郊国际农产
品交易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协议；支付宝绿色账户
“你购物、我回收”双十一主题活动也发表喜人的
战报。

揭幕仪式后，现场设置多种互动游戏供参与
者体验，并提供丰厚礼品奖励。“大胆发出你的声
音”、“准确无误的投出去”、“这东东是什么垃
圾”、“向绿色未来出发”、“让我们见圾行事”、“让
我们集圾获赞”等游戏互动环节，充分调动了参
与者们的热情，在如火如荼的挑战赛中，普及分
类相关知识，纠正垃圾分类的错误观念，传递改
善城市生活环境的决心。

此次活动，由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共同支持，解放报业（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大宁公园、上
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上海睿斯科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共
同协办。

12月 8 日，由上海市废弃
物管理处指导，上海市惠众绿
色公益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的
“微光行动 高光上海”———
上海绿色账户 12·12 感恩嘉
年华，在大宁公园举办，向
2019 年度绿色账户十佳诚信
用户颁奖。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正式实施将近半年，垃圾
分类取得的成果和民众的参
与度“超出预期”，每个市民
的自觉参与，为垃圾分类贡献
了一束微光，汇聚成海，点亮
了的上海这座城市。
此次活动，标志着“绿色

账户”在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
进入全面推行、依法治理新阶
段之际，向培育“新时尚”、
“新动能”、“新习惯”转型。

“微光行动 高光上海”绿色账户在行动
12·12 感恩嘉年华点亮城市

今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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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为何重回谈判桌
■本报记者 安峥

时隔 3年，“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为何
能够再次起航？

分析人士认为，主观上看，四国峰会重
启体现了各方对谈判解决乌东部冲突的意
愿和承诺；客观上看，今年以来地区局势的
发展为可能的会谈提供了契机。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称，乌克兰政府更迭和法国总统马克
龙的积极立场尤为关键，德国总理默克尔也
乐见多边谈判取得进展。

先看乌克兰。泽连斯基在今年春天的选
举中承诺，让顿巴斯地区实现和平并改善与
俄罗斯的关系。这是泽连斯基及其高层决策
圈的共同目标，也是支持他当选的乌克兰民
众的广泛愿望。有评论称，要想解决乌克兰
危机，无非两种形式：要么打，要么谈。就乌
克兰而言，它并不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军事
实力。而眼下，忙于弹劾总统的美国似乎越
来越靠不住。基辅与邻国俄罗斯重回谈判桌
的热情自然而然再次被点燃。

再看法国，马克龙是四国峰会中获益第
二多的参与者。自上任以来，他一直致力于
恢复法国作为欧洲政治领袖的地位。马克龙
认为， 欧洲应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法国需要平衡与西方和东方的关系。 再加
上，法美关系以及北约内部的混乱，更让马
克龙坚定了重新思考对俄关系的想法。

接着看德国，明斯克和平进程是默克尔
任内的一项外交成果。 当初她在乌克兰局势
不稳、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参与签署停火协议，

无异于拿自己的声誉冒险。正因如此，她会对
“诺曼底模式”的积极进展抱有期待，希望促
成俄乌关系向好发展， 提升德国的地区影响
力，留下一笔关乎欧洲安全的政治遗产。

最后看俄罗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
中亚所研究员姜毅指出， 四方会谈已搁置数
年， 地区局势时好时坏； 乌克兰新总统上台
后， 俄乌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渠道一直没有打
开。因此，俄罗斯也很想通过这个平台打破僵
局、实现沟通。自今年夏天以来，俄罗斯与法
德积极互动， 与乌克兰相互抛出 “橄榄枝”

———两国总统屡屡通话、 双方互释扣押人
员、俄归还乌方船只等，为改善两国关系、重
启会谈作出努力、创造条件。总之，“四方会
谈能够举行是四方相向而行的结果。”

荨9月 7日， 在乌克兰鲍里斯波尔国际
机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中右）迎接被释
放人员。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天交换了一批被
扣押人员， 各自释放对方 35人。 这是 2018

年 11月俄乌刻赤海峡危机后首次交换被扣
押人员。 新华社发

“诺曼底模式”时隔 3年后重启，俄乌德法释放希望通过和谈解决冲突的信号

巴黎峰会能否打破乌克兰危机僵局
■本报记者 安峥

俄乌德法四国领导人定于 12月 9日在巴
黎聚首，参加“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讨论乌
克兰东部地区绵延 5年多的武装冲突。外界认
为，此次峰会再次释放了各方希望通过和谈解
决冲突的信号，但想要达成政治和安全领域的
实质成果并非易事。

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将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舆论关注的是，各利益
攸关方手里都捏着什么样的底牌。

立场悬殊拖累磋商

自 2014年 6月举行首次“诺曼底模式”磋
商后，俄乌德法四国多次在这一机制下举行各
层级磋商， 并提出不少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但收效甚微。比如 2014年 9月，乌克兰问题三
方联络小组（乌克兰、欧安组织、俄罗斯）与乌
东部民间武装签订明斯克停火协议，但由于双
方缺乏互信， 协议一度夭折。 再如 2015年 2

月，“诺曼底模式” 四方会谈签署新明斯克协
议， 就停火和东部地区政治安排等达成一致，

但过去 4 年里，协议规定的第一步“双方全面
停火、从冲突地区后撤重武器”都未实现，其他
协议内容更是无从谈起。

有评论称，过去几年，新明斯克协议之所
以难以执行， 直接原因在于双方立场相去甚
远：乌克兰政府要求“先安全后政治”，即东部
地区武装人员和重武器先行撤出、乌政府恢复
对乌俄边境控制权，然后再讨论东部地区特殊
地位等政治安排；但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民间
武装要求“先政治后安全”，即先以法律形式确
认东部地区特殊地位，再谈安全。

俄乌在分歧中互动

中断 3年后， 俄乌德法此番重聚巴黎，四
国首脑将谈成哪些成果，俄乌总统又会展开怎
样的互动，引发舆论热议。

《基辅邮报》称，泽连斯基 12月 6日表示，

重启峰会本身已是一个“胜利”，希望能够带回
“具体成果”。德国媒体称，基辅并不期待在巴
黎峰会上取得重大突破，但可能达成某些具体
成果，包括交换战俘、签署休战新协定等。

美媒大多忧心忡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称，在巴黎峰会上，泽连斯基将与一个
强大得多的对手展开较量。此次峰会是近年来
乌克兰总统首次在没有白宫暗中支持的情况
下进行重大外交谈判，风险相当高，泽连斯基
的期望则很低。预计法德将敦促乌克兰全面落

实 “施泰因迈尔模式”———给予乌克兰东部地
区特殊地位和地方自治。但这一呼吁已在乌克
兰引发争议。昨天，数千人参加在基辅举行的
集会，高呼“不投降”等口号。

《福布斯》网站称，俄乌就峰会议题分歧明
显。泽连斯基在 12月 4日简报会上说，他最关
心的是三大问题：所有囚犯的交换；改善顿巴
斯地区安全；顿巴斯可能举行地方选举。但俄
罗斯已制定出自己的议程：希望乌克兰政府与
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进行“直接谈判”；推
动谈判从乌克兰过境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新
合同；促使乌克兰放弃在斯德哥尔摩仲裁法庭
上提出的所有金融索赔。

有分析称，四国峰会会在互换战俘、撤出
重型武器、乌方承诺落实“施泰因迈尔模式”等
局部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可能难以就政治和安
全方面的实质问题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路线
图。峰会可能会规划一条向顿巴斯非政府控制
区提供特殊地位、 进行地方选举的清晰路径，

但可能会遭遇乌克兰国内势力的反对和掣肘。

化解危机仍有阻力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姜
毅称，乌克兰危机错综复杂，乌政治氛围仍然

阴沉，解决乌东地区问题的阻碍和分歧仍然巨
大，各方分歧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峰会一劳永逸
地解决，根源还是由地缘政治引发的战略考量
分歧。从乌克兰角度讲，它认为加入西方（无论
北约还是欧盟）是它自己的选择，俄罗斯的种
种举动威胁它的领土主权。但在俄罗斯与西方
之间激烈对抗的背景下，乌克兰左右逢源的政
治理想，最终变成二选一的尴尬。从俄罗斯角
度讲， 它认为乌克兰处在欧洲大陆的关键位
置，应该奉行中立政策，不应该急切地选边站。

自 2014年起， 乌克兰不仅奉行激烈的反俄政
策，还表现出加入西方阵营的强烈意愿，不仅
使整个欧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性
变化，还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双方出
于各自的战略考量，很难化解分歧。再加上美
国并不甘心放弃乌克兰，不会坐视乌克兰局势
朝着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发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新指出，峰
会重启可能表明， 在美国渐渐抛弃乌克兰、欧
盟对其兴趣日减的背景下，乌克兰感到了问题
的严重性，因此正在重新走向中立。不过，乌克
兰国内仍有较为强烈的反俄力量，不允许它重
新倒向俄罗斯。“做这个判断为时尚早”， 姜毅
称，泽连斯基政府当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
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包括缓解乌东地区的紧张

状态。毕竟过去几年波罗申科政府实行的对俄
强硬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但从根本上说，乌克
兰国内反俄、加入西方阵营的基本政治立场并
没有任何改变。

普京再访法引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普京时隔数月再次访
法，欧洲舆论也对俄欧关系的改善给予关注。

姜毅称，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现在仍处在
紧张状态，并没有得到真正缓解。法俄、德俄只
是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 从德法这
些老欧洲国家的立场上讲， 施压和对话应该并
行，而不能只采取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

尽管法德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关系， 但并未触
及双方的根本矛盾和分歧。 目前的进展仅限于
止损，不让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欧洲一直很矛盾”，李新称，其一，欧洲既
担心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又希望恢复与俄罗斯
的经济联系；其二，新老欧洲态度不一。以法德
为代表的老欧洲外交独立的倾向更明显，出于
经济联系的考量，更多地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
关系；但像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都是新欧
洲的代表，地理上离俄罗斯比较近，提防和警
惕的情绪仍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