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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
传递
东京奥运会火炬传
递 25 日上午从日本东北
部的福岛出发，开始为
期 121 天的传递，日本女
足 15 名当年的世界杯冠
军成员跑第一棒。
文/新华社
供图/视觉中国

桥水创始人称比特币
“可能”被宣布非法
新华社电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美国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即将出版的
新书《世界秩序在改变》中说，比特币可能
被宣布非法，如同美国 1934 年出台《黄金
储备法》宣布私人持有黄金为非法。
雅虎财经 24 日援引这本书的内容报
道，美国政府当时不允许私人持有黄金，
因为担心黄金将成为一种储值方式，与钞
票竞争；
比特币将遭遇类似命运。
他说，印度政府正在探索立法禁止比
特币等加密货币，
“我们必须看看这意味什
么”
。印度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本月说，
印度
拟立法禁止加密货币，任何人在印度交易
甚至持有类似数字资产都将受到惩罚。
达利欧自称不是比特币专家，虽不看
好比特币的将来，但认可比特币是一种储
值方式。
对比达利欧，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
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对比特币
命运的预判截然相反。特斯拉 24 日宣
布，在美国境内可以使用比特币购买特斯
拉汽车。特斯拉上月说，已经买入价值
15 亿美元的比特币，将在不久后接受比
特币作为支付货币。

美批准两处军事基地
临时收容儿童移民
新华社电 美国五角大楼 24 日宣布，
批准得克萨斯州两处军事基地用于临时收
容无监护人陪伴的非法儿童移民。五角大
楼在声明中说，
应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请求，
批准得州圣安东尼奥—莱克兰联合基地和
布利斯堡基地临时收容非法儿童移民。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说，儿童
移民将被安置在空宿舍和临时住房内，由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继续监护并提供支持。
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卫生与
公共服务部请求布利斯堡基地收容 5000
名儿童移民，另外 300 人安置在圣安东尼
奥—莱克兰联合基地。不清楚五角大楼
是否同意全部接纳。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 月 20 日就职
后取消前任政府一些针对非法移民的措
施，被一些中美洲民众解读成可以越境入
美的信号。两个月来，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非法移民人数激增。

美国务卿访欧 协调美欧多项议题立场

布林肯

供图/视觉中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外交和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24 日发表联合
声明称，美欧同意就对华政策重新恢复
双边对话，同时将合作应对俄罗斯的“挑
战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此次访
欧主要在于传递“美国回来了”的信号，
协调美欧在对待中俄等多项议题上的立
场。但欧洲显然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与美国的诸多分歧不会很快消除，也不
可能为迎合美方的“私心”而损害自身根
本利益。
布林肯和博雷利在布鲁塞尔会谈结
束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均认为“对华
关系具有多面性，包含了合作、竞争和系
统性较量”，双方同意合作应对“俄罗斯的
挑战行为”，包括“入侵”乌克兰和格鲁吉
亚、散布“虚假信息”
“ 干预选举”
“ 网络攻

击”等。此外，美欧还同意在经济、安全、
人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开展合作。
这是布林肯上任以来首访欧洲。其
间，布林肯参加了北约成员国外长会，并
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分析人士认
为，布林肯此次欧洲之行旨在修复前任特
朗普政府对美欧关系造成的伤害，协调美
欧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但美欧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依旧
明显。例如，布林肯在会见德国外长马斯
时再次就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向德方施压，警告说美方
会对参与者实施制裁。布林肯也提到德
国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
布林肯还会见了土耳其外长恰武什
奥卢，就土方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和
“人权”
等问题继续对土施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刁大明认为，拜登政府谋求通
过与欧洲、亚洲盟友间的互动修复关系，
但紧密的互动安排与盟友关系的完全修
复不能画等号。
“ 欧洲已经看清，美国虽
然‘回来了’，但也只是有限地回来。虽
然拜登一直说要强化盟友关系，但由于
美国自身国力以及政策持续性的问题，
它对盟友的经济、军事投入将很难满足
盟友的战略需求，战略自主是欧洲的必
然选择。”
刁大明说，特朗普政府执政的 4 年，
跨大西洋关系全面动摇，美欧不但在政治
和安全领域出现分歧，在以价值观为导向
的全球治理方面也显露出矛盾。这些矛
盾不可能因为美国政党轮替就得到全部
解决。
据新华社

欧盟严控新冠疫苗出口拟与英国
“双赢”
欧洲联盟委员会 24 日修订新冠疫苗
出口管理规定，强化管控。稍后，欧盟与
英国发表联合声明，就新冠疫苗供应表示
要实现双方
“共赢”
。
按照欧盟规定，在欧盟境内生产新冠
疫苗的企业，如果打算出口到欧盟以外，
需要获得批准。
根据新规，是否批准出口，欧盟将考
虑出口对象是否限制新冠疫苗或其生产
原料向欧盟出口，以及出口对象的疫情程

度、接种率和已获得疫苗的数量。欧盟委
员会及欧盟成员国将评估出口是否会威
胁欧盟自身疫苗供应安全。
另外，欧盟委员会把 17 个国家新纳
入需要审批的出口对象名单：瑞士、挪威、
冰岛、列支敦士登、黑山、塞尔维亚、阿尔
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黑、格鲁
吉亚、北马其顿、白俄罗斯、以色列、约旦、
黎巴嫩、利比亚。
欧盟已经批准 4 家企业的新冠疫苗

在欧盟使用，包括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
的疫苗。不过，欧盟疫苗接种进度慢于英
国和美国。
阿斯利康对欧盟的疫苗交付量远少
于订购量，引发欧盟及其成员国严重不
满。据路透社报道，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将
成为受欧盟出口审查最严的疫苗。一些
欧盟官员披露，如果疫苗生产企业没有按
照疫苗采购合同交货，也可能促使欧盟方
面启动出口限制。

法新社援引一些欧盟官员的话报道，
欧
盟方面继续允许新冠疫苗出口，
但同样具有
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英国和美国却利用法律
和商业合约限制出口，
只确保本国供应。
欧盟 1 月一度威胁动用“脱欧”协议
条款，限制对英国的新冠疫苗出口，双方
持续打嘴仗。法新社援引一名欧盟外交
官的话报道，具体到阿斯利康疫苗，所谓
“双赢”，是指如果欧盟得不到足够疫苗，
英国也应该一样。
据新华社

苏伊士运河
“堵”
了 全球经济
“痛”
了
苏伊士运河日前发生一场“交通大拥
堵”，一时间犹如扼住这条全球最繁忙海
运通道的
“咽喉”
，吸引全球目光。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24 日发表
声 明 说 ，一 艘 悬 挂 巴 拿 马 国 旗 的 重 型
货 船 23 日 在 苏 伊 士 运 河 新 航 道 搁 浅 ，
搁浅货船长约 400 米、宽约 59 米，当时
正驶向荷兰鹿特丹港。这艘货船的搁
浅导致运河拥堵，至少 100 艘往来船只
受阻。
“堵船”事件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全球集装箱航运业正
处于严重瓶颈期，本次事故或将给航运业
供应链带来
“多米诺骨牌”式影响，航运市
场价格或将大幅上涨。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说，今年以
来，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海运价
格已大幅上涨，新发生的苏伊士运河航道
中断事件，有可能令全球海运市场变得更
不稳定。
原油价格出现波动。截至 3 月 24 日
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 2021 年 5 月交

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42 美元，
收 于 每 桶 61.18 美 元 ，涨 幅 为 5.92% 。
2021 年 5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
价格则上涨 3.62 美元，收于每桶 64.41 美
元，
涨幅为 5.95%。
埃及石油总公司前董事长、国际能源
专家迈扎特·优素福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苏伊士运河对于全球石油供应特
别重要，苏伊士运河迅速重新开放能阻止
油价波动。
美国价格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

师 菲 尔·弗 林 24 日 表 示 ，苏 伊 士 运 河
交通遇阻将抑制全球石油出口的关键
咽喉。
新的风险因素叠加或影响全球经
济复苏。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首席研
究员小山坚表示，此次事故再次表明，
世界经济严重依赖于重要物资的顺畅
运输。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
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等关键部位能否
保证航运平稳，将成为关乎世界经济稳
定的重要因素。
据新华社

数字

红酒太空旅行

14 个月

葡萄酒在太空中会出现什么变化？一
批法国产红酒 2019 年底被送上国际空间
站，
用于研究太空环境对酒的影响，
14个月
后返回地球。法国波尔多大学本月24日举
办品酒会，
发现红酒在太空待过后依旧
“品
质非常棒”
，
但色泽与口感异于地球同款。
这批红酒是波尔多波美侯产区柏图
斯酒庄（柏翠酒庄）2000 年份的葡萄酒，
共 12 瓶，由卢森堡太空货物无限公司负
责安排送入国际空间站。柏图斯酒庄是
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产区最著名酒庄之一，
所产红酒每瓶售价有时高达 5000 欧元
（约合 3.9 万元人民币）。
除送红酒上太空，太空货物无限公司
后来还将 320 段葡萄藤送上空间站，以研
究太空环境如何影响其生长。公司说，这
批葡萄藤在太空待了 10 个月，返回地球
数日后就被栽种，在类似条件下萌芽及后
续生长均早于地球上同类。

名画漂泊

100 多年

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
姆特的名作《拿扇子的女人》
“漂泊”
100 多
年后，
本月25日起重新走进公众视野，
在维
也纳贝尔维德雷美术馆展出。这幅画目前
的所有者并不知道它有非法出口的历史。
据德新社报道，这幅画是克里姆特去
世前创作的一件未完成作品，也是他画的
最后一幅女性肖像，
1918 年 2 月画家病逝
后在其画室中被发现。这幅画 1920 年在
维也纳展出后
“销声匿迹”
。
按照贝尔维德雷美术馆的说法，名为
鲁道夫·利奥波德的一名维也纳艺术品收藏
家上世纪60年代从奥地利一名企业家遗孀
手中买下这幅画。这幅画后来漂洋过海，
辗
转到一名美国收藏家手中，
1994 年在美国
纽约一场拍卖活动中以1160 万美元成交。
这幅画最后一次公开展览是 1992 年在波
兰克拉科夫展出。但是，
奥地利相关部门从
未给这幅名画发过出口许可。

智利樱桃出口超

35 万吨

智利水果生产商协会 24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在刚刚结束的 2020 年至 2021 年
樱桃出口季中，智利樱桃出口超过 35 万
吨，同比增长 54.4%，其中对华出口超过
32 万吨，
同比增长 55%。
在智利水果生产商协会 24 日举行的
樱桃出口情况在线分析会上，鲜果出口行
业分析师贡萨洛·萨利纳斯表示，由于种
植面积连年增加，加之去年雨水丰沛，当
季智利樱桃出口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萨利纳斯说，中国是智利最重要的樱
桃出口目的地市场之一，输华樱桃占智利
樱桃出口总量的 91.4%，中国不少内陆城
市具有很大的消费潜力。
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樱桃委员会主
席塔格莱说，中国一直是智利樱桃种植业
持续关注的重要目标市场。在新冠疫情
背景下，智利樱桃出口仍创新高，这表明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假发销售增

45.3%

受新冠疫情影响，日本不少行业生意
惨淡，但假发行业
“逆势而上”，生意火爆，
原因是随着居家办公盛行，人们愈加重视
自己参加视频会议时的形象。
据日本“天空新闻 24 小时”网站 25
日报道，
日本假发企业 Artnature 去年 10
月销售量激增，男士假发比 2019 年同期
增 长 175.4% ，女 士 假 发 同 比 增 长
268.2%。这家企业去年 10 月至今年 2 月
销售的男士定制假发数量同比增长
45.3%。
按照这家企业说法，随着视频会议增
多，人们经由屏幕看到自己的机会变多，
特别是不少四五十岁的男士，为提升形象
纷纷采购供日常使用的假发。另外，由于
口罩遮住面部，视觉焦点从面部移至头
发，人们对头发的外观要求提升。还有网
友坦言，看到自己在屏幕上的形象后，
“更
加在意自己外貌”
。

瑞士

59 名士兵感染

瑞士国防部 24 日说，瑞士军队一所
作战培训学校因暴发新冠疫情关闭，国防
部正在调查病毒“为何在校内大规模传
播”。这所培训学校向瑞士所有核、生物
和化学部队提供基础训练，指导士兵完成
勘查、探测、实验室操作及去污等作业。
瑞士国防部在声明中说，疫情暴发于
瑞士中部地区施皮茨的核、生物与化学战
第 77 培训学校。检测发现，59 名士兵感
染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没有出现重
症，
另有 87 人被隔离。
本组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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