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守党结束了吗

在政策问题和智能挑战上， 英国保
守党都显得精疲力竭。 从 1987 年起 ，

它就不再稳居议会多数席位， 事实证明
它也无法顺利实现自己发起的 “脱欧”。

在今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 保守党获得
了成立以来最低的得票率 （8.8%）。 更
严重的是， 这个以 “实用主义” 定义的
政党已成为教条主义者 ， 具体表现在
“脱欧”、 议会休会以及对高收入者和企
业的进一步减税等问题上。

本周 《新政治家》 杂志以 “保守主
义思想的结束” 为主题做了系列报道。

保守党的智力退化应该引起人们的注
意。 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桑德斯写道，

英国保守党已经 “打破了三个最重要的
传统。 它已经停止思考、 停止保守、 停
止保持怀疑”。

俄欲打响《切尔诺贝利》叙事反击战
一部热播美剧让俄观众如鲠在喉，细节失真和剧情移花接木成“讨伐”重点

几乎难以想象， 俄罗斯因一部美

剧《切尔诺贝利》而陷入尴尬境地。 在

这个《权力的游戏》仅有一成普及率的

国家， 近日却集体被动地在谈论美国

HBO 的新作。 相比于克里姆林宫能够

干脆地回答“普京总统没有看过《权力

的游戏》”，面对点击率已超《权力的游

戏》的“年度神剧”《切尔诺贝利》，俄罗

斯感到如鲠在喉。

“这是美国的政治宣传”

“如果一部电视剧被拍出来，这就

意味着有人需要它。 但是让人感到惊

讶的是， 为什么要在并非周年纪念日

的时候， 美国人拍摄这样一部讲述发

生在 33 年前，一个已经解体的国家的

历史事件的电视剧？ ”5 月 24 日，《共

青团真理报》记者德米特里·斯捷申在

专栏文章里发出疑问。 和其他国家观

众“吃瓜看剧”的消遣心态不同，作为

当事国之一的俄罗斯对此尤其敏感。

如果提炼斯捷申这段疑问中的关

键词 ：“不年不节 ”“美国 ”“远去的历

史”和“解体的国家”，仿佛这些看似缥

缈的字眼都意有所指。 曾亲身参与过

核灾难清理工作的俄罗斯南联邦 “切

尔诺贝利协会”主席亚历山大·菲利片

科 6 月 6 日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直言

不讳地说：“这是美国的政治宣传。 ”

该剧失真和脸谱化的表达是俄罗

斯观众讨伐的重点。 一份以老年人为

主要受众的俄罗斯报纸《论据与事实》

刊文称，《切尔诺贝利》应该被视为“漫

画”而非“真相”。剧中粗糙的细节让当

事国的观众非常不舒服。

比如第一集，当剧中主人公、主持

事故处理的苏联核物理专家瓦列里·

列加索夫试图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鲍里斯·谢尔比纳证实第四号反应堆

已经爆炸时，剧中安排一架米-8 直升

机进入核辐射区， 用飞行员异常导致

飞机坠毁来加以证明。事实上，坠机确

实有过， 但并非剧中所描述的爆炸之

初，而是在爆炸发生半年之后。原因是

驾驶员由于经验不足直接飞到堆芯正

上方，穿过浓烟时视线受阻，撞到了起

重机的吊索才会失事。 HBO 显然通过

移花接木的方式来蓄意渲染剧情。

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更被大量

用在丑化苏联当局身上。 比如剧情进

入到第三集时， 不少俄罗斯观众大呼

“扎眼”， 原因是镜头在拍摄到克里姆

林宫时，多次采用远景、近景甚至特写

的方式来呈现放在克宫墙壁上的巨型

竖排油画《伊凡雷帝杀子》。 这幅列宾

的名画讲述的是沙皇俄国历史上以生

性残暴著称的伊凡雷帝， 在一次与儿

子争执时，将手中的权杖猛掷出去，不

幸击中儿子头部，顷刻鲜血如注，致使

儿子丧命。 伊凡雷帝立刻上前搂抱住

垂死的儿子， 睁大恐怖和悔恨交加的

双眼，集兽性与人性于一体。 19 世纪

80 年代，列宾以这幅画讽刺当时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的铁血政策。 如今不言

而喻，HBO 想借此来暗示苏联领导层

处理事故不力， 视老百姓生命如草芥

和在做出“冷血”决策背后的痛苦。

但是稍有艺术常识的人都会知

道，这幅画自 1885 年被著名收藏家特

列季亚科夫购买之后， 一直收藏在特

列季亚科夫画廊， 从未在克里姆林宫

出现过。 而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几乎是

每个去莫斯科的人必到的 “打卡圣

地 ”，HBO 的主创没有道理不知道这

个常识。那么这种“有意为之”的背后，

显然是想借用伊凡雷帝的寓意。 然而

即使这样，细节也极为粗糙：原本是横

幅的画作被制作成竖排， 画中最能体

现伊凡雷帝人性与兽性合一的惊恐的

双眼，在剧中是完全闭上的……

这个原本是挂列宁像的地方被

“安排” 了如此粗糙的艺术复制品，难

怪 “俄罗斯 24”频道的负责人斯坦尼

斯拉夫·纳坦松说：“极尽刻意的脸谱

化，就只差熊和手风琴了。 ”

被遗忘的英雄让俄陷入被动

尽管存在严重失真和脸谱化的缺

陷，但菲利片科也认为《切尔诺贝利》一

剧描述了事故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

系，彰显了“清理者”的努力，他们拯救了

苏联、拯救了欧洲。在 HBO的主创和西方

媒体看来，这些当年拯救了欧洲的英雄被

俄罗斯的历史书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然而， 剧中对这些俄罗斯平民英雄

的刻画的手法也让当事国陷入了被动。

剧中的一个情节是，在爆炸的第 5 天，四

号反应堆仍在继续燃烧， 如果楼板在高

温下被烧穿， 致使反应堆接触到地下室

水池中的冷却水， 那将可能爆发史上最

大的蒸汽爆炸， 届时所有的核反应堆都

可能爆炸，核扩散会彻底失控，整个欧洲

都会被笼罩在核阴影之中。 因此，需要 3

名熟悉反应堆地形的工作人员冒着严重

辐射和随时爆炸的风险， 充当潜水员到

水下打开阀门清空水池。

在剧中， 事故主要负责人谢尔比纳

和列加索夫开出了 400 卢布奖励 （相当

于当时苏联人一年的工资）的方式来“买

断”志愿者的生命。 在俄罗斯观众看来，

这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几乎完全忽略了

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

神。 HBO 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抨击苏联当

局的手段，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是对

历史的侮辱，更是对平凡英雄的不尊敬。

尽管俄罗斯人义愤填膺，但这些“清

理者” 长期被忽视也是事实。 2018 年 4

月 26 日，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才向

这 3 位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整个欧洲”

的潜水员颁发了勋章，而在此前的 32 年

里，他们都被“遗忘”了。

俄版 《切尔诺贝利 》对准
美国间谍

其实与其说遗忘，“不敢触碰” 这个

词或许更恰当。 对于绝大多数俄观众来

说，切尔诺贝利出事以后，苏联当局的拖

延、 掩盖和谎言本不是秘闻。 事发后的

30 年里， 切尔诺贝利在当事三国中，成

了流行文化禁区的代表。人们鲜有触碰，

或即使触碰也只涉及边边角角。

2014 年，俄罗斯曾经制作过一部也

叫《切尔诺贝利》的电视剧。 然而这部剧

讲述的不是事故本身， 而是发生在切尔

诺贝利的谍战故事：1986 年 4 月， 即爆

炸发生前， 苏联情报部门察觉有外国间

谍对切尔诺贝利表现出 “异常的兴趣”。

该剧的潜台词显而易见： 暗示事故是外

部敌人有意为之， 但这部剧几乎没有在

舆论中受到任何关注。

4 年之后， 另一部名为 《切尔诺贝

利：禁区》的俄剧在 NTV 上映，故事主线

是主角和同伴如何深入切尔诺贝利无人

区抓住潜逃的小偷。吊诡的是，这部剧描

绘了一个并未发生核灾难的切尔诺贝

利， 现实中被疏散遗弃的核污染鬼城普

里皮亚季也安然无恙。 剧中的苏联也未

解体， 普京成为继安德罗波夫之后第二

位从克格勃走出来的苏联领袖。 在世界

的另一边，美国已日薄西山，战乱丛生。

尽管是一部脑洞大开的臆想之剧， 某种

意义上却能窥探出俄罗斯之于切尔诺贝

利的心态：希望没有发生或是选择逃避。

这种心态也表现在对白俄罗斯作

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

维奇的态度上。她的《切尔诺贝利的悲

鸣》 是唯一一部来自本地且分量足够

的作品， 由对灾难见证者的访谈串联

而成。这部作品不受俄当局的待见，但

最终成了 HBO《切尔诺贝利 》主创团

队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让自尊心强烈

的俄观众受不了。 《生意人报》专刊作

家列昂尼德·波尔谢德斯基疾呼：俄罗

斯需要制作自己的 《切尔诺贝利》，世

界不能从 HBO 中了解这个故事。

俄罗斯 “Inosmi” 新闻网 8 日报

道，由于不喜欢 HBO 的版本，俄罗斯

NTV 电视台已经宣布将拍摄俄版的

《切尔诺贝利》剧集。 报道援引该剧导

演阿列克谢·穆拉多夫的话称，俄版的

假设将建立在美国间谍渗透进了核电

站的背景之上， 故事讲述苏联特工如

何接受任务前往切尔诺贝利阻止美国

间谍破坏核电站的阴谋。

“从不愿触碰到被动回击，俄罗斯

上演了一场‘切尔诺贝利狙击战’。”俄

Dozhd 电视台记者伊利亚·谢菲林说。

迎接约翰逊？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美国总统
是位民族主义者， 意大利副总统以他为
榜样， 波兰和匈牙利的领导人都是反犹
主义者……面对这一趋势， 英国也可能
难以幸免。

近日英国 《每日电讯报》 发表专栏
文章认为， 特雷莎·梅下台之后， 保守
党要生存下去， 他们需要一个民粹主义
的领导者， “不只是约翰逊， 几乎所有
其他候选人也正在尝试民粹主义的姿
态， 如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把布鲁塞
尔比作冷战时期的莫斯科， 内政大臣赛
义德·贾维德剥夺了 ‘伊斯兰国’ 新娘
的英国国籍。”

但 《展望 》 杂志认为 ， “民粹主
义” 是一种政治绰号， 民粹主义风格本
身不是问题， 但傲慢和分裂的民族主义
的混合才是问题关键。 例如， 特朗普为
美国 “失去的伟大” 增添了威权主义和
怀旧之情， 这种混合给美国政治造成了
极大的破坏。

一周封面

福岛核事故值得搬上荧屏吗
《切尔诺贝利》热播激发人们探究重大核事故背后故事的兴趣———

“谁来拍一部关于美国三里岛核

事故的迷你剧 ？ 关于福岛的迷你剧

呢？” 一部讲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迷

你剧，激发了人们探究人类历史上三次

重大核事故背后故事的兴趣———1979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发

生堆芯熔化；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

核电厂发生爆炸；时隔 25年后，核泄漏

的梦魇在日本福岛再次发生。

和切尔诺贝利一样，2011 年福岛

核泄漏被评定为 7 级特大核事故，这

是国际核事件分级表 （INES）中的最

高级别。两场灾难孰轻孰重？福岛是不

是另一个切尔诺贝利呢？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 主要源

于断电保护实验中人为操作失误，而

福岛核电站则遭遇了地震引发的断电

事故。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时 46 分，

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 9.0 级地

震，福岛核电站紧急停堆，地震摧毁了

核电站的外部电力供应， 核电站启用

应急柴油机供电， 以使冷却水流入冷却

堆芯余热。 15 时 41 分，地震引发的海啸

袭击核电站，应急柴油机失效，随后启用

只有 8 小时电力的紧急备用电池。 在此

期间， 东京电力公司未能找到外来电源

供应，备用电池电力耗尽后，反应堆内的

冷却水因过热变为水蒸气， 水蒸气与熔

化的燃料棒发生反应产生大量氢气。 3

月 12 日和 14 日， 由于氢气不断累积溢

出主要安全壳 ，1 号反应堆和 3 号反应

堆的二级安全壳内相继发生氢气爆炸；

15 日，4 号反应堆厂房爆炸失火。

“虽然福岛有 3 座反应堆堆芯熔

化， 但只有一座反应堆爆炸的切尔诺贝

利核事故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大，” 核专

家爱德文·莱曼告诉美国生命科学网 ，

“更多的核裂变产物从切尔诺贝利释放

出来。 在福岛， 没有发生剧烈扩散。”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使用的是石墨沸

水堆（RBMK）， 除控制棒外， 没有安全

壳的保护； 而建于 1970 年的福岛核电

站则采用沸水反应堆 （BWR）， 除控制

棒外， 主要安全壳以及二级安全壳是其

第二、第三道防线。 因此，在安全壳保护

下的福岛核电站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远低

于切尔诺贝利。

在人员伤亡层面， 切尔诺贝利与福

岛核事故所造成的影响也无法同日而

语。 据《时代》杂志报道，2 名核电厂工人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最初的爆炸中丧

生。 事发后 3 个月内，超过 29 名工人死

亡。 一份联合国机构 2005 年的报告显

示， 因暴露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的

核辐射而致死的人数高达 4000 人。 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报告显示，在

福岛县， 暂无与核事故直接相关的死者

和病例。 受福岛核污染的海水虽到达北

美西海岸， 但污染程度暂不会对人类健

康构成威胁。

美国核能研究所得出结论， 两起事

故发生的原因、 政府的反应及其对公众

的健康影响都截然不同， 福岛不是另一

个切尔诺贝利。尽管如此，从影视作品的

角度，福岛的故事能不能成为下一部《切

尔诺贝利》？其背后故事是否有待戏剧化

地挖掘？

例如， 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是通

过电视才得知灾难发生的， 他在电视

直播后 1 个小时也迟迟未能收到通

报， 怒斥东京电力公司 “到底是怎么

回事”。

而日本政府的赈灾方式也饱受舆

论批评。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显示，日

本政府在强制性搬迁 10 万余附近居

民的过程中，间接造成了约 1000 人的

死亡，其中多为 66 岁以上老人。

“日本政府强制撤离引发的后果

是鲜为人知的故事。”美国华盛顿能源

影响研究所创始人布雷特·库格马斯

近日接受美国未来科技新闻网采访时

表示，福岛灾难的后果正是《切尔诺贝

利》第 2 季最好的故事。

与库格马斯的想法类似， 编剧克

雷格·麦辛在接受决策者网的采访时

表示，关于第 2 季，有其它与切尔诺贝

利相似的故事值得讲述， 但不再会是

有关乌克兰北部灾后的生活。他暗示，

印度博纳尔毒气泄漏案与福岛核事故

都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从金边到暹粒，感受柬埔寨到达金边时已经傍晚 5 点半左右，

路两旁的标识大多有中英文。 柬埔寨文
字扭来扭去的，很像蚯蚓，类似于泰国文
字。 人的肤色更黝黑， 还是能感觉到差
异。建筑风格更带着东南亚旖旎色彩，屋
檐、房顶、廊柱等的曲线花饰更明显。 我
们 打 了 当 地 的 一 种 叫 “ 突 突 车 ”

（Tuktuk）的三轮摩托卡，5 美元车费即
到达了皇宫附近的酒店。房间带阳台，还
能眺望皇宫金碧辉煌的屋顶， 真是恍若
隔世。 宾馆房间里的装饰也富有异域色
彩，灯、墙沿的贴脚线等等都提醒着我们
此时在另一个国家了。

次日是满满的一日行走看世界：柬
埔寨王宫、国家博物馆、俄罗斯市场、监
狱博物馆，尤其是红色高棉时期的监狱，

让我从中了解了柬埔寨的这一段历史。

思想意识与政治狂热错综复杂关系带给
人深思和震撼， 眼见为实的监狱实景令
人毛骨悚然、心情沉重，让人联想起戏剧
《萨勒姆女巫案》 中人物的各种心理反
应，所谓对错、修正、偏激，以及结果与初

衷背道而驰的荒谬都不断涌上心头。

王宫的金碧辉煌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 这也是旅游者必去之地， 其中几处
纯金锻造 、 铺陈 、 镀层的宫殿体现着
“王就是国” 的理念， 我脑海里总有点
都是 “民脂民膏” 的感叹。 西哈努克曾
经被布尔布特从北京的临时政府请回王
宫， 却在其中被软禁， 恐怕这些辉煌比
之自由， 还是有落差的吧。 国家博物馆
里陈列的文物等， 能让人进一步了解柬
埔寨建筑、 佛教艺术的发展， 也为我在
讲授 “佛教艺术演变” 那一课时增加不
少感性的知识背景。

金边真是花的城市， 两日来拍摄了
不少品种各异的花卉，有叶子花、荷花、

莲花、鸡蛋花、铁海棠、龙船花、紫薇等，

紫薇树开满了城市的街道，真是美好。可
惜城市随处也能看到居民的卫生意识较
差，生活水准相对较低。原本我们前往俄
罗斯市场，是想看到地方特色，可到了那

里， 让人觉得更像是二十年前的杭州钱
江小商品市场。商贩开价普遍很水，我只
买了高棉格子围巾，毕竟是地方特产，也
方便携带。

大概是出于想看看沿途风光的念
头，我们决定从金边搭长途车去暹粒。五
个半小时的车程，到达目的地后，民宿主
人开着突突车把我们带到了远离暹粒市
中心的乡村，那地方离景区倒是不远。傍
晚， 主人开着突突车将我们送到了老市
场，逛了一下暹粒河两岸以及夜市，吃了
顿价格还算公道的晚餐。

暹粒的城区景象还是很有特色，河
上的几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在夕阳下映衬
着我想象中的柬埔寨景色， 尤其是那座
木结构的廊桥， 行走其上感觉到古老沧
桑。 河水静流，经历了历史的漫长，也见
证了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 河边有
本地的居民， 也有异乡客， 金色的夕阳
下，那一抹暖色令人难忘。

随着夜幕降临， 暹粒的夜色活泛起
来， 酒吧、咖啡座、餐馆、琳琅满目的货
物、讨价还价的声音，混杂着不同语言的
询价和交流， 倒是遮掩了真正的地方风
味，只留给人景区的常态。游走在酒吧区
夜市区， 在琳琅满目的摊位前驻足掏钱
的冲动不时涌动， 但千篇一律的旅游小
商品，好像放在义乌也没什么违和感，不
少色彩艳丽的小包袋似乎在广西、 云南
各地都能看到，于是我迅速抽身。

民宿地处偏远， 条件简陋， 令人有
些意外 ， 不过主人比尔倒非常憨厚老
实 ， 看到他 ， 我们连抱怨都觉得不妥
了。 意外的是， 他邀请我们和他家人共
进晚餐， 倒也是个了解本地人真实生活
的绝佳机会。

到了主人家中， 发现他们生活条件
相当简朴，屋舍很旧，室内几乎看不到家
具。 主人夫妇很是热情，准备了饮料、水
果，还烧制了当地的煎鱼、苦瓜猪肉汤、

蔬菜炒肉片等， 不过看得出这是专门为
客人而准备的 （事先告知我们得支付 5

美元一人的餐费）。比尔的家庭旅店经营
了一年多， 经人指点加入了某个有名的
旅馆预订网站，加之待客热情周到，也有
几位客人给予好评，才慢慢有了住客。之
前我还失望于住处简陋， 现在心里却充
满内疚， 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确实寒
碜。住在星级宾馆的游客只看到景色，哇
哇地赞叹不已，晚间逛逛夜市，坐坐酒吧
咖啡吧， 怎晓得其实本地人的生活如此
简陋。一年前，这片区域的电费都昂贵得
让居民们舍不得用电，土路上一片漆黑，

得打着手电筒才能走夜路。

生活环境的艰苦让我震撼， 看着比
尔一家人，其实我知道他们也很快乐，夫
妻恩爱，孩子懂事，正在建造中的木屋旅
舍还让他们充满期待。幸福与否，真的是
个人主观的感受， 很多情况下与物质并
不一定成正比。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6 月 20 日 星期四 7环球 首席编辑/陆益峰 见习编辑/吴 姝

莫迪能拯救经济吗

5 月 31 日 ， 莫迪宣誓就职印度
总理 ， 另外 57 位联邦部长也走马上
任。 但就在第二天， 印度经济形势严峻
的消息传来 。 今年 1 月至 3 月 ， 印度
的 GDP 增长放缓至 5.8%。 同日， 国家
抽样调查办公室公布了 2017-2018 年
度劳动力调查结果， 印度的失业率上升
至 6.1%。 这给新政府敲响了警钟， 他
们当前面临着巨大任务。

在经济金融、 工商业、 基础设施等
关键部门， 莫迪安排了相应的能手； 新
政府还成立了总理领导的委员会， 以解
决就业和投资问题。

行走世界

■末 之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报见习记者 吴 姝

《新政治家》 6 月 14 日

《展望》 6 月

《今日印度》 6 月 24 日

去年 4 月 ，

在切尔诺贝利 4

号反应堆的 “石

棺”前，时任乌克

兰总统波罗申科

（左一）表彰冒着

生命危险拯救了

欧 洲 的 潜 水 员

“清理者”（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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