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佛罗伦萨，原本热闹的旅游城市如今冷冷清清。 新华社 发

18 城事
2020年 11月 9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编辑：吴越 执行编辑：柳友娟MONDAY

日本人为什么习惯戴口罩
■ 周凯

搜城记

黑烟遮天蔽日
不得已的自我保护

许多到访过日本东京的人，无论是常住还
是旅游，几乎都对日本的蓝天白云和自然界丰
富的绿意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东京也曾遭
遇过浓烟滚滚、 不见蓝天的严重空气污染，给
日本社会和日本人带来了深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
面临着满目疮痍的经济社会重建任务。日本政
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

依托煤炭、石油为主要能源，构建起了京滨工
业带、中京工业带、阪神工业带、北九州工业带
四大工业带。各种化工企业、石化工厂如雨后
春笋般拔地而起， 高耸入云的烟囱成为横滨、

川崎、大阪和神户等工业城市的鲜明标志。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
题。那时，人们抬头就能看见滚滚黑烟，遮天蔽
日。在东京，有时连白昼也难见太阳，城市能见
度只有 30米到 50米，部分地区的民众平常甚
至可以明显地闻到硫化物的刺鼻味道。空气污
染问题持续恶化，最终引发了以“四日市公害”

为代表的严重空气污染公共事件，彻底影响了
日本社会对雾霾的认识与态度。

日本三重县的四日市位于日本东部海岸，

临近海洋的地理位置为该市从海外进口石油、

发展炼油产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 20世纪 60

年代， 四日市各种规模的石化企业超过 100

家，矗立着大大小小的石油工厂。由于该市的
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企业较多，产生了大量污
染性废气和废弃物，黄褐色的烟雾笼罩在城市
上空。

当地居民长期生活在含有硫化物的大气
之中， 呼吸道疾病和哮喘病的发病率骤增，一
些病患者因为忍受不了呼吸困难的折磨和痛
苦而选择自杀。当地一名得了咳喘病的六年级
小女孩曾写下一首诗 ：“大家仰头望着天空，

阴沉沉黑洞洞。巨大的工厂在喷烟，放出了有
毒的亚硫酸。今天硫酸也毒死了人，何时能还
我蓝蓝的天？”

这首诗引发了日本民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和深入思考。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 截至
1972年底，日本全国确诊的哮喘病受害数量高
达 6376 人，并有 11 人因此死亡。空气污染不
仅危害了人们的生存环境，而且对身体健康造
成了直接威胁。 日本雾霾中的大量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重金属颗粒被人体吸入，附着在呼
吸道和肺部，轻者呼吸困难、咳嗽，重者死亡。

这种危害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几乎是不可逆
转的伤害。当时，政府为了减少雾霾对市民的
伤害，劝告市民出门要尽量佩戴口罩。

此后，除了四日市哮喘病之外，日本还发
生了废水银污染导致的水俣病、 第二水俣病，

镉污染导致的痛痛病，合称为日本“四大公害
病”。

在自下而上的民众监督以及舆论的压力
下，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对环境污染进
行整治。1968年出台了 《空气污染防治法》，将
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上升到法律层面。政府针
对公害病的诉讼，颁布了《污染损害健康赔偿
法》《职业健康受害补偿法》， 健全法律赔偿途
径 ；2000年日本修订了《关于确保都民健康和

安全的环境条例》， 明确规定严重空气污染时应
采取的紧急措施。此外，日本政府调集专家分析
大气污染的原因，认识到大气污染主要来自“固
定发生源”工厂和“移动发生源”汽车。于是日本
大力推行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现在，日本家
庭汽车的占有率从 20年前的 69.7%降至 38.6%，

大大减少了汽车尾气的排放。

全年消耗几十亿只
折射出社会责任感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 日本的生态环境状况
明显好转，空气新鲜，蓝天常在。然而，佩戴口罩
仿佛成了日本社会的重要习惯。今天走在日本街
头，你会发现日本人佩戴口罩及由口罩延伸的口
罩文化十分显著。

美国亚裔喜剧演员杨珍妮 （Jenny Yang）曾
经在美国新闻聚合网站 BuzzFeed出过一个关于
“问一个亚洲人”的系列视频。该视频中，被问到
频率较高的一个问题是 “亚洲人为什么戴口罩”。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真正的口罩大国。根据数据
显示，2018年度 （2018年 4月—2019年 3月）日
本生产口罩 11.1亿只，进口 44.3亿只，合计 55.4

亿只；扣除库存全年度消耗口罩 55.21亿只，即人
均一年消耗口罩约 43只。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口
罩亚文化在日本已然非常流行。

“戴着口罩快步走路”是日本人长期以来给
予很多人的印象。诸多日本上班族戴着口罩奔跑
在人流中，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如公交、地铁、商
场等地， 成为日本各大城市街头的一大奇观。然
而，我们不禁要问，当雾霾的岁月已经远去，为何
日本人不像英国人、美国人那样甩掉口罩，反而
更加喜欢佩戴口罩了呢？

首先，这仍然是保护他人和保护自我的一种
便捷方式。日本人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既防止
自己受空气中病毒的传播，也避免在与他人交谈
中相互传播细菌。自己患感冒或其他传染性疾病
而主动佩戴口罩，以避免传染给他人。正如前文

中介绍的那样，日本在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出现
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问题。1995年日本暴发过大规
模花粉过敏，2009年暴发甲型 H1N1 流感。佩戴
口罩以预防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日本人民的生
活习惯。环境污染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共同塑造
了日本人佩戴口罩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礼仪，也是
日本人社会责任感和国民素质的体现。

此外，虽然雾霾天不见了，但花粉过敏者（花
粉过敏也称花粉症）还是大有人在。据统计，大约
每 5个日本人中，就有 2 个是花粉症患者。每年
春季，万物复苏，鲜花斗艳，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
花粉。 口罩是日本人防止花粉过敏的有效护具。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吸入花粉，造成过敏；另一方
面，还可以遮挡因花粉过敏而变红的鼻子。在日
本的一部著名动画片《蜡笔小新》中有一集画面，

就是主人公蜡笔小新佩戴口罩，担心自己会花粉
过敏。由此可见，花粉过敏在日本是一件极其使
人困扰的事情。

其次，日本人保持着东方人（东亚人）内敛内
向、谦逊严谨的特有传统。这种内敛和谦逊在西
方人甚至其他亚洲人看来有些过于谦卑。他们甚
至经常将自己围裹起来，遮蔽自己的面部，不轻
易暴露自己的表情和情绪的微妙变化，不轻易外
露自己的喜怒哀乐，只露出两只眼睛。尤其是女
性，在公共场合非常注意、注重遮挡自己的外在
形象。

“低欲望社会”中
另一种“安全毯”

进入 21世纪的日本年轻一代， 佩戴口罩并
非为了卫生防疫防霾，其“遮脸”与日本当今所谓
“低欲望社会”密切相关：老龄化时代的日本青年
一代（2岁到 40岁）崇尚“佛系”，宅男宅女们一旦
走出“宅己地”，就好像深藏于黑暗洞穴中的动物
那样害怕露出真容， 所以他们喜欢戴着口罩，以
便隐藏未化妆的“灰头土脸”，也不担心伤心或嘲
弄的表情会被人看到，正所谓“面具戴久了，就摘

不下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戴口罩是缓解社交恐惧症
的一种重要机制。 日本心理咨询师菊本裕三在
《口罩依赖症》一书中，描述了日本市民逐渐形成
的口罩依赖症。 书中写到， 尤其是在 2009 年
H1N1流感结束后，一些年龄在 30 岁到 40 岁的
人，常年受到工作、社交等压力，佩戴口罩可以
让他们更好地隐藏自己的情绪， 寻求内在的安
全感，缓解自己的社交恐惧症。与此同时，随着
网络、社交媒体的日益发展，相当一部分日本青
少年保持在社交媒体上与人交流的习惯， 对于
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反而会产生手足无措的窘迫
感。

这一现象不仅在日本尤为突出， 也是所有
被喻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一代共有的问题。

耳机和口罩俨然成为当下各国青年群体的标
配。仿佛戴上耳机和口罩，周围的一切就与我毫
无关系。青少年戴上耳机和口罩，就像是在网络
空间实现了匿名交流一样，避免了社交尴尬和心
理压力。

总之，佩戴口罩在日本可谓一种极具特色的
风俗习惯和地方文化。当佩戴着口罩出现在大庭
广众之下，这似乎又回到“忍者面罩”的时代，也
许历史总是会以某种形式再现。

所以说，日本公众喜欢佩戴口罩正逐渐从个
人卫生防护向寻求心理安抚转变。“安全毯”

（security blanket） 是一个较为常见的心理学名
词，原本指可以让小孩子入睡更安稳的毛毯，现
特指向物品寻求安全感的行为。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 在 2011 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之后，日
本民众普遍对看不见的“核辐射”极为恐慌，更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个体对于眼前潜在灾难的束
手无策。于是，人们想起了口罩，尽管它可能并
不起多少作用，但可以安抚民众的不安情绪。因
而，佩戴口罩的人多了起来。从这一角度来看，

佩戴口罩寻求心理安慰的行为也与人类社会早
期的宗教面具或欧洲中世纪的鸟嘴面罩有着共
通之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名男子戴着口罩走在日本东京街头。 均 新华社 发在日本东京的浅草寺，人们戴着口罩参加“三社祭”庆典活动。

罗托鲁瓦

不一样的假期

近日，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报道称，

政府机构已经写信给在新西兰就读的外
国大中学生， 鼓励他们留在新西兰过暑
假。这项活动由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和
包括国际学生联合会、新西兰移民协会在
内的一些组织发起。

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负责人说，很
多学生以往都不会在新西兰过夏天，但今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人都不
能离开。“我想，新西兰人如果有孩子在海
外， 一定希望所在国能帮着照顾孩子，所
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展现新西兰的热
情好客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最新的签证
数据显示， 新西兰有 4.23万名海外学生，

其中约 2.5万人已经收到了这一夏季活动
的电子邮件。

罗托鲁瓦一所高中的校长说：“我们
非常感谢寄宿家庭的父母帮他们度过这
段时期，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家庭，并照顾
他们。”他说，他的学校有 30 名海外中学
生整个暑假都会待在新西兰，和全国许多
学校一样，该学校也在组织假期活动和英
语特别课程。

罗托鲁瓦约翰保罗高中的国际学生
告诉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离境限制迫使
他们改变了暑假计划。 一名 12年级的韩
国学生说，她一开始很难过，因为她不能
回韩国看望她的家人。“但现在，我很高兴
能去科学夏令营，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一位中国学生说， 她的心情很复杂。

“一开始我有点失望， 因为不能回家见妈
妈，但后来我心情又好了，因为我终于可以
和寄宿家庭一起过圣诞节了……他们就像
我的新西兰祖父母。”这位学生说，她会在
暑假打工， 因为她想减轻家里的经济负
担，同时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

（摘编自：中国侨网）

马德里

“速写”秋色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东北部，有一座
名为“卡普里乔”的公园。这座建于 18 世
纪末到 19世纪上半叶的公园， 是马德里
唯一保存下来的浪漫主义时期公园，被认
为是马德里最美的地方之一。

不久前，来自西班牙各地的画家云集
于此，参加马德里市巴拉哈斯区政府主办
的第 16届秋日卡普里乔公园全国油画比
赛。最终，中国画家饶金中的作品《秋日》

斩获最高奖一等奖。

饶金中画作以卡普里乔中央广场观
景台为背景，展示仲秋时节人们在阳光下
散步、聊天、弹琴和跑步的场景。西班牙画
家和雕塑家协会主席加布里埃尔·阿斯图
迪略表示，饶金中的绘画注意了对光的运
用，色调也比较淡雅协调，画面中多个人
物和谐有趣，画作整体生动美妙。

饶金中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
加油画写生比赛了。现在西班牙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 马德里还处于紧急状态之中，

我想通过参加比赛，给马德里鼓劲加油。”

（摘编自：新华网）

基西米

环保快餐店

麦当劳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基西米
迪士尼世界度假区内的新旗舰餐厅开业
后，游客们发现，这个快餐店是一个令人
印象深刻的绿色建筑。该建筑利用太阳能
电池板自行发电。此外，该建筑还具有其
他环保特点，包括绿色墙面区域和自然通
风。

麦当劳迪士尼旗舰店由 Ross Barney

建筑事务所设计，是一个改造项目，面积
为 8024平方英尺（745平方米），外部有木
质百叶窗，被绿色的墙体所打破。该设计
的重点是尽量减少建筑的电网能源使用，

使其产生足够的可再生电力，以满足每年
100%的电力需求。

设计团队采取了最终的能源配置文
件，并探索了现场发电的选项，其中包括
太阳能、地热和风能。他们根据成本与发
电比例， 选择了太阳能。 建筑师使用了 3

种类型的面板， 用 1066块标准光伏板和
4809 平方英尺（446 平方米）的玻璃一体
化系统用于遮挡户外座椅。

这个餐厅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地方。

鉴于当地气候条件， 一年中室内大约有
65%的时间是自然通风， 因此建筑师采用
了由湿度和温度传感器控制的百叶窗，在
打开空调时会自动关闭。

此外，那里还有一些可以产生能量的
健身自行车。通过踩踏自行车，游客可以
消耗掉在用餐时获得的一些热量，并打开
安装在绿墙中的照明，同时给智能手机多
充一点电。

（摘编自：新浪科技）

“顶流”美术馆空空荡荡
“金店一条街”关了 2/3

?究生毕业后， 我留在美丽的佛罗伦萨，

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供职于一家展览策
划公司，过去经常要到各地出差，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很多计划都不能成行。展览行业所
受到的重创，可以说是“全球同步”。和其他艺
术之都一样，佛罗伦萨今年的展览计划也全都
被搁置。

乌菲齐美术馆向来是本地的“顶流”展馆，

门口排队的人总是乌泱乌泱一大片，每日达到
几十万人次。然而，疫情改变了这里。现在每周
能有一两千观众就不错了。

根据防控需要，意大利政府针对展馆开放
的政策几经变化。从年初的每个月开放几天开
展，到限制参观人数，再到春季闭馆两个月。年
中至今重新开放之后，所有参观都需要提前预
约，以便馆方控制入场人数。如今不论是馆方
还是参观者，都非常注重防护措施，进入室内
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已是标配。与此同时，

乌菲齐和其他许多美术馆、博物馆一样，都开
放了线上虚拟展览，让那些不能实地到访的观
众“云观展”。

佛罗伦萨的领主广场和圣母百花大教堂
也向来是各国游客聚集之地。 但现在经过那
里，不仅整体游客数量减少，还可以观察到来
自其他国家的游客大幅减少。 根据我的观察，

除了一些来自北欧、 荷兰和德国的游客之外，

剩下的游客大多是意大利本国人。阿尔诺河上
最古老的“老桥”，除了作为行人通道，还是本
地著名的“金店一条街”。受疫情影响，那里有
2/3的店铺也已经暂时关闭。 周边原本做短租
生意的民宿，也都因时而变，改成了针对学生
群体的长租。

拥有丰厚文化历史旅游资源的意大利，这
一年在疫情的强烈冲击下开始反思：除了以旅
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这个国家还能如何走
出自己的路？

餐馆营业受宵禁影响
绅士房东自发减免房租

最近，意大利新一拨疫情又起，总理孔特公
开表示，为遏制疫情蔓延，将出台新法令进一步
加强防控，同时把全国划分为 3 类地区，在高风
险区域实施更严格管控措施。

意大利全国范围内实行宵禁，对餐饮业的打
击巨大。根据规定，餐馆只能营业到晚上 6 点就
要关门。在意大利，常规的晚餐时间在晚上 8 点
左右，很少有人会在午餐时下馆子，大都是找便

捷的地方将就吃一点冷餐。6点关门对店主来说，

意味着没有生意可做。同时，宵禁之后，街边的小
吃摊位也都被暂停。人们仅有的选择是自己下厨
或是外卖订餐。

我本人对吃不那么讲究，平时工作忙碌，身
边有什么就吃什么， 家里冰箱常备的是本地华
人包的速冻饺子和包子。由于这座城市很小，朋
友之间也都住得很近，我时不时会去朋友家蹭一
顿饭。

新一轮防控措施出台后，不同商家有不同的
命运。 对于一些代表着城市形象的手工艺店铺，

政府出手保护，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和租金减免

政策。有的店主开店用的是自家的房子，疫情严
重了，他们就把店一关，住到乡下，生活还能继
续。最惨的是一些租用房屋开店的人，很可能
前期投入的资金还没收回来就面临倒闭，血本
无归。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也有一些人伸出援手，

给别人以温暖。 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开了中餐
馆，他告诉我，他的房东非常体贴，疫情之后主动
提出今年的房租可以减免 60%。房东此举完全是
自发的行为。据我们所知，在意大利，像这样体
贴、可爱的房东不在少数。这些人是真正的绅士，

他们的善意照亮了其他人的生活。

老年人出门必戴口罩
共享单车为出行提供方便

10月末、11月初，意大利每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人数有多日超过 30000， 这个数字远远比 3

月每日新增确诊 7000多人要多。但是，与疫情打
了几个月交道后，许多意大利人的心态发生了变
化，对这些数字麻木了起来。

其实，大家都希望疫情得到控制、生活早日
恢复平静， 但若是要在这里实施新政策和措施，

往往要先听取各方意见， 推行的进度比较慢。即
使新政策推行， 也很少会采取强硬手段来保障，

更多的是呼吁和强调民众遵守。

在这次宵禁实施之前，每逢周末，还是可以
看见很多人聚集在酒吧和餐馆喝酒、聊天，不佩
戴口罩。相比年轻人，老年人群要注意得多。疫
情发生后，大街上溜达的老年人少了很多，即使
出门，他们也会全程戴好口罩。通常他们只是去
家门口卖新鲜水果、蔬菜的小店采购，并不会出
远门。

佛罗伦萨城市空间紧凑，几年前摩拜单车投
放至此后，至今使用的人还是很多。疫情期间我
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而是改骑自行车或是步
行，也算是锻炼身体的方式。总的来说，本地华人
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很强。在做好自我防护的
基础上，大家还是在努力工作、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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