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马拉松式的协商，21日，在布鲁塞

尔参加欧盟秋季峰会的27国领导人仍未能

就设置进口天然气价格上限这一核心问题达

成一致，凸显欧盟各国在应对能源危机的具

体措施上分歧犹存。

为期两天的欧盟秋季峰会20日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据报道，经过一天的

谈判，直至21日凌晨3点多，欧盟才公布有关

能源和经济问题的声明。根据声明，欧盟领

导人同意，鉴于目前的能源危机，需继续努力

减少需求，确保供应安全，避免实施能源配

给，同时应降低整个欧盟市场能源价格，维护

单一市场的完整性。

声明重申了本月18日欧盟委员会提出

的联合采购天然气、建立临时天然气交易动

态价格走廊、在紧急情况下帮助成员国协调

天然气供应等紧急措施。此外，声明还提出

一项对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设定上限的新

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因德国、荷兰等国坚决反

对，本次峰会仍未能就部分成员国极力推动的

对所有进口天然气实施限价这一核心问题达成

一致。

在参加峰会的27个欧盟成员国中，至少有

15个国家支持对所有进口天然气实施价格上

限，但德国、荷兰、匈牙利等国对此持反对态

度。德国方面认为，在卖方市场的背景下，对进

口天然气限价必然导致供应减少甚至中断，从

而加剧欧洲“几代人以来的能源困境”。德国政

府甚至情愿斥资2000亿欧元，以政府补贴的方

式帮助居民和企业减少能源支出成本，但其他

欧盟成员国指责此举有违欧盟财政纪律。

虽然未能就所有进口天然气限价达成共

识，但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压力下，峰会还是

提出了一系列折中方案。首先是允许在特殊情

况下启动价格修正机制，即通过动态调整天然

气交易量来防止“过高和极端价格”的出现。其

次，各方广泛支持对用于发电用途的天然气实

施价格限制，这反映了欧盟各国领导人为特定

用途的天然气价格上限开了“绿灯”。

外界普遍认为，未来数周将是欧盟决定是

否对所有进口天然气整体限价的关键时期。在

即将于25日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各国

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如果届时仍然难以

就限价达成妥协，不排除在未来几周再度召开

峰会的可能。

面对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欧盟各国领

导人正努力寻找应对能源危机的实际解决方

案。不过由于欧盟各国经济结构不同，对能

源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各国在面对危机时态

度不一，欧盟始终未能达成符合各方利益的

能源政策。

能源短缺和生活成本的飙升使得欧洲民众

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始于9月底的法国炼油

工人大罢工至今已演化为欧洲今年持续时间最

长的罢工。工人们指责法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从飙升的能源价格中攫取暴利，因而要求提高

薪资并解决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

就在欧盟峰会召开的第一天，数百人聚集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附近抗议物价上涨。抗议

者抱怨高昂的取暖费用令他们难以负担，希望

出席峰会的欧盟领导人能够给予关注。

欧盟峰会提出多项紧急措施应对能源危机，但在核心问题上分歧依旧

未能在进口天然气限价问题上达成一致
■本报记者 沈钦韩

近日，美欧和乌克兰指责伊朗向俄罗斯

提供无人机，袭击乌关键基础设施。20日，

欧盟对伊朗无人机制造商和3名高级军官施

加制裁，乌克兰威胁与伊朗断交。而俄罗斯、

伊朗再次否认此类指控。

事件背后，伊朗无人机计划的快速发展

引发西方国家担忧，美欧与伊朗间政治博弈

在“无人机事件”外衣下暗流涌动。

当地时间20日，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

通协调员约翰 ·柯比称，大量证据表明俄罗斯

使用了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目标，伊朗军

事人员在克里米亚协助俄方开展行动。据美

媒报道，美官员称，乌近日与美分享的情报评

估显示，伊朗准备向俄罗斯运送首批两型短

程弹道导弹，并提供更多对地打击和自杀式

无人机。

俄罗斯和伊朗则继续否认西方国家说

法。当地时间19日，联合国安理会闭门会议

结束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安斯

基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为俄

罗斯制造。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

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称，乌克兰

邀请联合国专家访乌检查无人机的提议“是

错误、非法和越权的，应予坚决拒绝”。

20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网络社

交平台发文称，他在电话交谈中告知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伊朗与俄罗

斯存在防务合作，但运送武器和无人机打击

乌克兰并非伊朗的政策，“我们明确反对战争

在乌克兰升级”。此外，伊朗还要求乌克兰出

示证据，证明俄罗斯使用了伊朗无人机。

长期以来，美国希望与伊朗就无人机和

弹道导弹计划进行谈判。拜登政府曾提出，通

过谈判与伊朗达成“长期、广泛”的协议，并与以

色列和地区阿拉伯国家合作建立“联合防空系

统”，以规制伊朗的活动。伊朗则指责美方复杂

化核谈判，拒绝将2015年伊核协议以外的内容

纳入谈判范畴。

近年来，伊朗大力发展非对称作战能力，推

出多型号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国防工业似乎已

打开突破口。近日，伊朗最高领袖最高军事顾

问萨法维表示，已有22个国家要求购买伊朗无

人机，伊朗已向一些外国客户出售军事装备。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无人机价格低廉，部分型号

单价仅为2万美元左右。西方国家出口的防空

系统无法防御数十架无人机同一时间发起攻

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对伊朗

常规武器禁运于2020年10月终止。美欧和乌

克兰坚持认为，决议附件规定对伊朗导弹和无

人机技术的限制持续到2023年10月。伊朗提

出，相关国家对该附件的解释不准确，伊朗有权

出口包括无人机在内的武器装备。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罗斯深化与伊朗合

作的姿态“空前积极”，双方在能源、贸易、金融、

过境运输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合作成果，在叙利

亚等地区问题上的协作亦更加顺畅。伊朗政府

一再宣称在俄乌冲突中秉持中立立场，但乌伊

关系加速恶化趋势明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近日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俄罗斯

使用了伊朗无人机，并提及2020年乌克兰航空

客机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事件。外界曾

认为，乌克兰是伊朗规避美国制裁的重要管

道。但是局势变化导致乌对伊朗的国家利益重

要性下降，乌方威胁与伊朗断交将难以改变俄

伊关系升级的前景。

（本报德黑兰10月21日专电）

美乌指责伊向俄提供无人机和导弹；伊俄否认指控

“无人机事件”成伊朗与西方博弈焦点
■本报驻德黑兰记者 孔知禺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0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戴兵20日表示，美国执迷于点名攻击他国却对

自己糟糕的人权状况熟视无睹，只把眼睛盯着发展中国

家却对自己盟友的人权劣迹选择性失明，这是何等的虚

伪和双重标准。

戴兵当天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人权议

题一般性辩论中对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他指

出，如果美国真的关心种族灭绝问题，就该正视屠杀印第

安人的种族灭绝罪行，采取行动调查问责；如果美国真的

关心少数群体问题，就该正视国内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

打击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如果美方真的关心反人

类罪问题，就该反思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

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向死于美军枪口下的无辜平

民作出交代。

戴兵表示，在19日的国别发言中，中方已详细介绍

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中国对国

际人权事业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阐述了中方在涉疆、涉

藏、涉港问题上的立场。遗憾的是，美国等少数国家充耳

不闻，继续对中方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我们对此坚决反

对、严正拒绝。

他说，事实一再表明，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真正关

心的不是中国人权，而是打着人权旗号干涉中国内政，

企图搞乱中国，维护自身霸权。他们拒绝事实真相、一

再制造谎言、大搞胁迫外交。10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明确拒绝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涉疆决定草案，明确拒

绝认可所谓涉疆“评估”。他们在日内瓦的企图失败

了，但并不甘心，又在联大三委炒作涉疆问题，推动搞

反华共同发言，还图谋举办一场涉疆边会。这不过是少

数西方国家又一场拙劣的反华表演，广大会员国不会上

当受骗。

戴兵指出，促进和保护人权需要对话合作，而不是对

抗分裂。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的是平等与相互尊重，而

不是“人权教师爷”。希望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迷途知

返，回到对话与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促进和保护人权

做点实事、办点好事。

中国代表：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何等虚伪和双标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1日表示，经与俄罗斯和乌克

兰领导人沟通，他认为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延期不

存在障碍。

今年7月，俄罗斯、乌克兰就恢复黑海港口农产品外

运问题分别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

这份协议的有效期为120天，将于下月到期。俄罗

斯常驻联合国官员9月说，考虑涉及俄罗斯的部分协议

未得到有效落实，俄方不排除拒绝协议延期。外界担忧，

一旦该协议终止，可能再度推高世界粮食价格。

据土耳其NTV电视台21日报道，埃尔多安告诉媒体

记者，他连日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沟通，从交谈中可以看出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

议延期没有障碍。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纳 ·迪雅里克19日说，

围绕这一协议延期事宜，联合国方面正与相关方积极讨

论，现阶段不方便透露细节。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埃尔多安同俄乌领导人沟通后认为：

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延期“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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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4日，伊朗陆军在全国各地开始举行大规模无人机演习。 视觉中国

昨天傍晚的茂名北路，华灯初上，车流

不息。晚霞中，市民游客偏爱在毗邻张园

的临街取景——修旧如故的石库门建筑群

“探出头”，水刷石外墙、雕花木窗，“历史

的”上海与“当下的”上海不期而遇。

张园里头，西区17幢历史建筑的修缮

眼下基本完成。上海静安建筑装饰公司保

护建筑事业部经理周祺仍在仔细把关、打

磨完善，为年底前的对外开放作最后准备。

这是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

市更新项目。经历了“海上第一名园”、

“七十二家房客”石库门里弄之后，张园

又站在了新起点上：2018年启动保护性

征收，2020年完成搬迁并实现围合保

护。去年9月，张园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

启动。

即将开放的张园西区，沿泰兴路区域

规划了一线品牌新业态；沿茂名北路区

域，将主要以艺术、轻奢、高级定制及潮

牌为方向。“修缮要还原老建筑百年风

貌，更要融入城市生活。”周祺与老建筑

打交道快10年，他说从前城市发展的标

识是楼的高度、路的宽度，现在是历史街

区的复兴，“在保护中推进城市更新、在

城市更新中更好保护，再造石库门里弄的

活力”。

“一幢一档”还原百年历
史风貌

“张园77号”，原威海路590弄77号，

近百岁高龄。2015年列入上海市第五批

优秀历史建筑，也是张园西区此次修缮中

保护等级最高的“老人”；85后周祺，修缮

老房子的年轻人，儿时家住石库门。2017

年他所在单位搬离张园之前，其办公室就

在“张园77号”。

奇妙的缘分将他与这片石库门建筑群

联系了起来，“最初的想法就想守护好这份

童年回忆”。

修缮前的勘查中，他与团队发现房屋

破损比较严重：“清水外墙有部分风化、开

裂等情况，拼花地坪有破损、缺失。”

年轻团队自有办法。2016年张园启

动了“一幢一档”资料库建设。近3年建

档时间内，团队到档案馆调取一份份原

始设计图纸，东、西两区 43幢房屋、总计

2053个房间实现“一幢一档”，仅一个门牌

号便有400多页纸。有了“底板”，开发方

精准提出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意见，并十

易其稿完善细节。此外，还采用“三维GIS+

三维BIM建模”等数字化手段，守护好这片

百年里弄。

修缮过程中，小到拼花地坪砖，被工人们

一块块凿出，在背面编号、清洗、储藏，待所有

工序完成后再人工铺贴。仅40米的前廊，就

有数千块之多。

细到楼层间的泥纸筋灰塑雕花装饰，“镂

空部位精雕细琢的泥作机器都做不出，只能

参考历史图纸，靠工匠灵巧的双手一个个手

工制作、修粉上去。”周祺说。

让人“走进来”把老故事
“讲下去”

张园，新式公共文化的诞生之地：电灯、

照相、电影及各种体育竞赛、戏剧表演等，许

多“第一次”发生在这里。新鲜的活力与魅

力，浸润在这片建筑群的血脉中。

“还原风貌，不是修复一座建筑的最终

目的，更重要的是保护。而保护的最好办

法，就是活化利用，让更多人走进老建筑，

参与老建筑的演进，把老故事讲下去。”但

这也成了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在原汁

原味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满足当下现实的

功能需求？

空调，是最直接的需求。“张园77号”采

用了窗下空调的形式——因为地板木结构本

来就需要修缮加固，因而线路都在地下铺

设。修缮团队还特意采用了与内饰颜色相仿

的木料制作空调机罩。“拿来的时候，机罩还

比较新，我们就通过日光照射，形成最接近室

内整体布局的颜色。”

“我们一直在寻找现代诉求和建筑保护

之间的折中点——新旧保留着适当距离。新

的增设不会干预、改变旧的建筑，而是让它们

彼此补充、相互赋能。”周祺说。

未来，现处于保护、看护阶段的东区也将

动工。在“活着的”石库门街区，传统海派文

化与国际时尚文化相融合、文商旅联动发

展。周祺还有更多期待：“在我参与修缮的宽

阔步道、诗情画意的绿植间，把更多公共活动

空间留给市民游客共享，迎接当下的人们走

进来与建筑互动，创造新的故事。”

西区17幢历史建筑基本修缮完成，预计年底前对外开放

“历史的”“当下的”上海，在张园不期而遇

■本报记者 王宛艺

张园于2018年启动保护性征

收，2020年完成搬迁并实现围合

保护，去年9月正式启动保护性修

缮工程。目前，张园西区17幢历史

建筑的修缮基本完成，将于年底前

对外开放。

未来，现处于保护、看护阶段的

东区也将动工。在“活着的”石库门

街区，传统海派文化与国际时尚文

化相融合、文商旅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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