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两位学者近日推出一份研究报告称， 西
方国家会见达赖后会出现 “达赖效应 ”

———凡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见达赖后， 那个
国家的对华出口会减少， 平均是 12.5%。 该报
告发表于 10 月 19 日， 在德国并没有多大反响。
但很快受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华
尔街日报》 等西方媒体的关注。

据 《环球时报》 记者了解， 这份报告名为
《达赖喇嘛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报告属于欧洲
治理与经济发展中心第 113 号研究论文。 报告
的撰写者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发展和国际经

济研究所教授阿德莱亚斯·福克斯和其同事尼尔
斯·亨德里克·克兰。

这份长达 46 页的报告称， 在西方官员会见
达赖喇嘛后， 中国民众经常会对贸易伙伴产生
敌意。 为此， 该报告撰写者对中国的 159 个伙
伴国， 在 1991 年至 2008 年期间对中国的出口
贸易进行了研究， 测试这些国家在接待达赖后
是否受到中国的 “贸易制裁”。 所谓的研究结果
表明 ， 会见达赖的行为往往受到中国的 “惩
罚” ,此后对华出口减少。 这种现象被称为 “达
赖效应”， 不过该效应在两年后就会消失。

一些西方媒体对该报告发表了评论。 《华
尔街日报》 3 日以 “对中国出口中的 ‘达赖效
应’” 为题称， 2007 年， 默克尔成为第一名会
见达赖喇嘛的总理 ， 为此受到中国尖锐批评 。
一些德国企业担心因此丢失在中国利润丰厚的

合同。 2008 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后， 也
激怒了中国政府。 中国领导人后来率领中国贸
易代表团到欧洲， 但却绕过了法国。 但该文章
最后也称， 今年二月， 中国官员警告美国总统
奥巴马不要会见达赖。 可 “达赖效应” 似乎并
不明显： 美国八月份出口到中国的
商品比去年同期增加 31.5％。 但一
名在慕尼黑进行研究工作的华人学

者认为 ， 影响对华贸易的因素很
多， “达赖效应” 可能存在， 但不
会是中国恶意报复。 西方国家、 学
者更应该反思自身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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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等国媒体 4 日对日警方泄
密案件予以很多关注。 日本

东京警视厅 2 日被该国媒体曝光，
包括警方内线和恐怖嫌犯个人信

息在内的 100 多份高度机密的反
恐资料， 被日本警方的共享软件
“维尼” （WINNY） 泄露到网上。
当局担心， 一旦事态扩大， 不仅
危及到内线人员的安全， 还会让
国际调查机构对日本的安保能力

失去信心。
日本共同社 2 日报道说 ， 日

本警方已经证实外泄的文件超过

100 份 ， 时间跨度从 2004 年到
2009 年。 其中， 警方尤其重视的
是有关 “调查合作者” 伊斯兰教
徒的情报被泄露问题。 因为文件
上不只写有见面日期， 还记载提
供的情报内容， 有前警视厅高层
人员表示， “泄密甚至会给内线
人员带来生命危险”。

外泄的文件还包括获取情报

提供者的 “指南”、 国外的国际恐
怖活动相关人员的家庭状况和出

入境记录、 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海
外调查机构的请求书等， 都是机
密度很高的情报。 “俄罗斯之声”
4 日报道说 ， 日本警方无力地表
示： “很头痛。 情报居然被这样
泄露， 实在是无地自容。” 这些文
件泄露可能影响日本正在横滨筹

备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的工作， 曾
参与对外国人犯罪调查的警方官

员表示： “如果泄密事件导致国
际调查机构对日本失去信任， 我
们可能再也得不到他们提供的情

报， 其影响无法想象。”
英国 《经济学家 》 4 日干脆

就用 “哎呀” 作为标题， 形容东
京警视厅这次秘密文件外泄带来

的混乱形势。 报道说， 日本向来
高度注重隐私， 这次却将国家机
密拱手送人了。 一名日本警方高

层人员表示，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
泄密事件， 这反映出日本情报工
作中的危机。 包括中国、 俄罗斯
以及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领导人

即将在横滨的亚太经

济合作峰会上亮相 ，
日本却在安全问题上

出现如此大的纰漏 ，
势必会被外界看做是

不专业的表现。
共同社报道说 ，

由于被泄露的文件使

用的是工作人员的真

实姓名 ， 在东京警视
厅里的调查人员中也

有 “内部人员故意泄
密 ” 的看法 。 有人甚
至愤怒地说 “感觉到
对组织的恶意”。 事实
上 ， 这已经不是日本
警方首次因为使用共

享软件发生情报泄露

事件了 。 一位名叫杰
克·安德森坦
的记者早前曾

出书披露说 ，
日 本 警 方 在

2007 年 就 曾
经犯过同样的

错误。 ▲

小泽拒绝说明政治资金问题

面对惨败感觉很糟 “温室”提议可能放弃

奥巴马称两党妥协难度很大

邮包炸弹
让多国戒备

本报驻外记者联合报道

本报特约记者 候 涛

德报告称
“达赖效应”让西方倒霉

������据日本共同社 4 日报
道， 为敦促日本民主党前
代表小泽一郎到国会说明

其政治资金问题， 该党干
事长冈田克也 4 日下午在
国会内与小泽进行了约 30
分钟的会谈。 冈田在会谈
中以不影响国会的审议进

程等为由， 提出希望小泽
出席众议院政治伦理审查

会议做出说明。 小泽拒绝
了这一要求， 会谈无果而
终。 冈田已向在野党承诺
将努力促成小泽在本届国

会期间到国会就其政治资

金问题做出说明。 ▲

������据 “中央社 ” 4 日报
道， 泰国 10 月 10 日以来
水灾从北、 中部扩大至南
部。 泰国防灾减灾部 4 日
称， 泰国此次洪水灾害造
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 122
人 。 灾情损失最高达 540
亿铢 (约 122 亿 元 人 民
币)。

泰南降大雨发生水

灾， 受冲击最严重的合艾
市逐渐从水灾惨况中恢

复。 洪水退去后， 该市总
动员进行大清扫 ， 希望 3
天内恢复常态。 泰国财政
部长高恩指出， 泰国财政
状况仍强健， 足以协助灾
区重建。 ▲

日警视厅泄露反恐情报

泰洪灾死亡人数上升为 122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和民主党刚

结束的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 ， 但
他和他的民主党同僚们却明确表示， 此
次失利并不能消除他们与共和党人在众

多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未来两党就一系
列问题达成妥协的难度仍然很大。

奥巴马 4 日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的首
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民主党在中期选
举中失去国会众议院控制权和多个州长

职位 ， 这是一场 “惨败 ”， “感觉糟
糕”。 他承认， 这场 “惨败” 表明美国
民众感到沮丧， 要求解决国家面临的问
题。 奥巴马表示， 自上任以来， 经济复
苏已取得进展， 但 “显然， 许多美国人
没有感受到这种进展， 他们昨天告诉我
们这种挫折感 ， 身为总统我要为此负
责”。

美联社 4 日报道称， 民主党和共和
党两党领袖似乎在此次选举中得出了不

同的经验教训。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
纳表示， 如果民主党不接受共和党在医
疗改革、 税改和其他问题上的意见， 民

主党将在两年后迎来更惨重的失败。 他
说： “他们可能错过了信息。 民主党现
在能够进行改变并同我们共同努力解决

对于美国人民至关重要的问题。 否则，
他们将在 2012 年看到共和党迎来又一
轮胜利。”

奥巴马周三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 选民对两党都表达了不满。 他
说： “我认为， 此次选举向共和党传达
的信息是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国家工作
岗位数量出现强劲增长’。” 他批评共和
党不顾美国经济状况， 一直倡导减税政
策。

奥巴马和共和党领袖表达了他们可

能在能源等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可能

性。 奥巴马放弃了他提出的 “排放量”
交易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提议。 他表示，
两党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 如
推动电动汽车、 核能发展， 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以及促进能源独立。 但与移民和
医疗改革相比，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相形
见绌， 目前双方都没有表示， 未来将如

何处理这些重大问题。
两年前 ， 当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时， 整个欧洲为之欢欣鼓舞， 并称奥巴
马为 “世界总统”。 现在， 欧洲开始担
心这位曾广受欢迎的总统可能会昙花一

现， 仅在当选一届之后下台。
在过去的几个月， 欧洲人试图寻找

奥巴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原因。 德国媒
体有一种观点认为 ， 奥巴马得到了报
应 。 《明镜 》 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选举灾难： 清算完美先生”。 许多欧洲
人发现， 美国的 “茶党” 运动与欧洲大
陆的极右翼运动有些相似， 特别是在本
土主义和反伊斯兰教方面。

除了对奥巴马执政能力的担心， 一
些欧洲媒体也非常关注奥巴马以后将如

何与共和党相处， 选举后的美国国会将
对美国对欧政策产生何种影响 。 英国
《独立报》 的社论表示： “华盛顿的分
裂将会给 ‘奥巴马革命’ 带来威胁， 并
破坏在诸如武器控制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上的进展。” ▲

希腊警方 4 日表示， 邮包炸弹袭击事件
的两名嫌疑犯当天接受正式质询， 为

了稳定人心 ， 希腊方面一再宣布此事同
“基地” 组织无关。 4 日， 希腊首都雅典郊
区的一家快递公司再次发现可疑包裹。 这
种紧张的气氛也蔓延到其他一些国家。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4 日报道， 希
腊邮包炸弹案两名主要嫌疑犯———22 岁的
帕纳乔迪斯·阿吉里斯和 24 岁的格芮斯莫
斯·塔萨拉洛斯， 直到现在仍然拒绝同当
局合作。 希腊警方发言人阿萨纳西奥·柯
卡拉基斯少校发表声明说， 警方目前已确
认这两人是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 但这轮
邮包炸弹事件是由希腊本国极端组织策

划， 同 “基地” 组织没有关联。

在德国， 默克尔政府也开始着力打击
国内极端组织， 以防止出现类似希腊的事
件。 据英国广播公司 3 日报道， 270 名警
察在德国 10 个州同时展开行动 ， 逮捕了
23 名新纳粹分子。 据悉， 这些极端分子涉
嫌开设 “帝国广播站”， 进行种族主义宣
传， 煽动德国民众。 联邦犯罪调查办公室
披露 ， 德国极端组织现在采取一种新策
略， 用音乐来招募成员。

在西方国家相继发出旅游警告， 指出
菲律宾近期很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后， 菲
军警 3 日宣布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称，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
陈显达表示， 军警在大马尼拉区的最高戒
备状态将持续到圣诞节， 政府正在核实有
关情报。 有分析认为， 马尼拉可能遭到袭
击的目标包括总统府、 美国大使馆和一个
油库 ， 警方已经对这些地方加强戒备 。
ABS-CBN 电视台引述情报报道称， 5 名同
伊斯兰教祈祷团有联系的男子已潜入大马

尼拉区， 准备执行炸弹袭击任务。 但国防
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表示， 菲律宾现在
没有恐怖威胁， 即使有威胁的话， 政府也
已作好准备。 此外， 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
力下， 也门当局掀起了一场针对 “基地 ”
组织的全国性安全行动。 但许多也门人质
疑政府的反恐行动， 反对派呼吁总统不要
屈从于世界强权。 ▲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 丰

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纪双城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 木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申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