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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同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脸书、推特等西方社交媒

体今年7月和8月“首次发现并清除面向海外推动美国

利益的‘影响力行动’”。报道援引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

和社交网络分析公司格拉菲卡近日联合发布的题为

《五年亲西方秘密影响行动的评估》的研究报告，指出

“过去近5年的时间，‘影响力行动’旨在宣传美国观点、

价值观和目标，同时攻讦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西方社交媒体删除“亲美”账

号固然令人讶异，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清除账户的举

措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虚假账号泛滥影响商业利益。此

事件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所谓的“影响力行动”，暴露

了美国这个“谎言帝国”利用网络系统性针对中国、俄

罗斯等国以及中东、中亚等地区，进行虚假信息宣传的

冰山一角。近年来，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网络空间，

美国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

账号泛滥影响公司商业价值

　　据《纽约时报》报道，社交媒体脸书、Instagram、

WhatsApp和推特近期清除了其平台上的一项“影响力

行动”。

　　上述“影响力行动”被曝光源于今年7月和8月，推

特和Meta（脸书母公司）删除了数组账号。推特表示，

这些账号违反了他们关于“平台操纵和垃圾信息”的政

策，而Meta表示，这些账户参与了“协调一致的虚假行

为”。比如，一些账号发布了所谓“俄乌冲突在中亚国家

造成粮食短缺”的消息，并为这些地方的亲乌克兰抗议

活动欢呼。一组针对中东受众的账号则赞扬美国国际

开发署在伊拉克所做的工作，并讨论美军与叙利亚儿

童之间的所谓“积极互动”。

　　Meta认为这些账户的来源是美国，推特则判断是

来自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还观察到美国军方可能与

此有关的证据。

　　根据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和格拉菲卡近日联合发

布的研究报告，在近5年的时间里，与“影响力行动”相

关的数十个虚假账户致力于在互联网上宣扬亲西方的

言论，同时试图诋毁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

国家。

　　为了推广相关叙事，这些账号有时还会分享美国

政府资助的媒体机构的文章或美国军方赞助的网站的

链接，意图昭然若揭。

　　尽管西方社交媒体删除“亲美”账号实属罕见，但

脸书、Instagram、WhatsApp和推特此举并非背离美国，

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商业利益。

　　用于虚假信息宣传的账号泛滥，已经影响了这些

社交媒体背后公司的商业价值。在特斯拉CEO埃隆·马

斯克与推特的收购纠纷中，马斯克就宣称是因为虚假

账号泛滥才放弃收购推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8月

29日披露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的律师团队近

日还要求法庭传唤推特的前安全主管，希望其能够提

供有关推特虚假账号和安全漏洞的文件及通讯记录。

　　此次西方社交媒体删除“亲美”账号事件中，真正

值得关注并令人警醒的是，所谓的“影响力行动”，暴露

了美国利用网络系统性进行虚假信息宣传的冰山

一角。

炮制散布虚假信息由来已久

　　在今年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员兰

德·保罗直言：“你知道谁是世界上最大的虚假信息传

播者吗？美国政府。”

　　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网络空间，美国都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

　　此次所谓的“影响力行动”，与美国在网络空间进

行的浩如烟海的虚假信息宣传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不过，所使用的手段大同小异。

　　《纽约时报》报道称，研究人员发现，过去近5年的

时间，“影响力行动”使用的账号经常冒充新闻媒体或

者使用虚假身份，以俄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等至少

7种语言发布信息。此外，这些虚假账号通常还会发布

一些链接，关联到虚假的媒体网站以及“与美国军方有

关联的来源”，比如声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赞助方位于

中亚的网站。

　　研究人员还披露，这些账户针对不同地区定制其

语言和信息。比如，一些账户使用诸如“东方真理报”这

样的名字冒充媒体。其中还有账户将波多黎各女演员

瓦莱里娅·梅嫩德斯的照片进行修改后用作个人资料

照片以虚构身份。

　　事实上，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进行虚假信息宣传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其手段路径已被多次披露曝光。

　　比如，美国政府指示美国际媒体署管理的新闻机

构用几十种语言制作所谓新闻报道和“宣传品”，并协

调盟国媒体机构转载推送；提供重金资助美互联网媒

体“技术入股”，一方面弱化、屏蔽真实信息，另一方面

为传播虚假信息“开外挂”“配装备”。在这个传播虚假

信息的链条中，美所谓“学者”、媒体、互联网、官方互为

谎言原材料供应方和消费者，而生产出的虚假信息产

品又成为美政府对他国制裁、施压、干涉的借口。

　　从全球多国媒体的报道和多家研究机构的报告

中，都可以看到美国近年来在网络空间进行虚假信息

宣传的蛛丝马迹。

　　2020年疫情期间，推特上数千个与美国共和党和

右翼势力有关的账户疯狂转发诬陷中国的阴谋论，但

此举被澳大利亚研究院发布的一项报告揭露出来。通

过数据追踪，研究人员发现，有5752个账号在短时间内

反复转发有关新冠病毒的谣言。很多转发谣言的用户

都是被远程控制的“机器人”账号。这些转发大部分为

一秒内快速转发，还有一部分是在一分钟内转发。

美国信誉账户早已赤字累累

　　德国作家吕德斯在其所著的《伪圣美国》一书中指

出，美国政府非常擅于通过选择和歪曲事实、刻意窄化

新闻来源、极化人们的判断，达到混淆是非、影响公众

判断的目的。“水搅浑了，捞取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就

容易了。”

　　近年来，中国、古巴、伊朗、俄罗斯等国都成为美国处

心积虑在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炮制虚假信息的对象。

　　2021年，受新冠疫情和美国收紧制裁的影响，古巴

经历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同年7月11日，包括首

都哈瓦那在内的古巴多座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古巴

政府调查后发现，此次示威活动背后同美国政府机构

有着密切联系，其中美国政府的“马前卒”美国国家民

主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示威活动爆发前数周，社

交媒体上反古巴政府的信息开始增多，这些信息有效

地操纵了民众情绪、制造不满并刺激抗议活动；在示威

活动前几天，推特上突然出现大量新账号转发、点赞未

加核实的反古巴政府帖文。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又在乌克兰问题上接二连

三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企图转嫁矛盾，挑动对

抗，借机渔利，可谓手段卑劣，用心险恶。

　　不过，美国政府越是费尽心机造谣污蔑、渲染炒

作，就越是让国际社会看清楚其信誉账户的累累赤字。

　　对美国在网络空间毫无底线地炮制散布虚假信息

构陷他国，美国一些盟友也不再亦步亦趋，不愿为这种

违逆国际信誉和道义的做法背书。

　　欧盟委员会2021年5月26日发布关于强化《欧盟反

虚假信息行为准则》的政策指引，要求谷歌、脸书等互

联网平台加大反虚假信息力度。

　　众所周知，从“洗衣粉”到“白头盔”，从对疫情溯源

的胡言乱语到编造涉疆世纪谎言，美国政府作为全球

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从未停止以炮制谎言的手段

蒙蔽世界，粉饰自诩的“正义面孔”。然而，这些伎俩已

逐渐被世界多国识破。美国政府大搞虚假信息宣传，留

下的只会是洗不白的恶名。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所言，美方应该停止捏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不再以“谎

言帝国”为荣。

“影响力行动”揭美虚假信息传播冰山一角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的专家团

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并一直工作到9月3日。在切尔

诺贝利核事故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之际，扎波罗热核电

站的安全局势连日来持续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

　　此间舆论指出，近期美西方频频围绕扎波罗热核

电站制造事端，不但没有为保障核安全贡献力量，还令

本已复杂的局面愈发混乱。

始作俑者无所遁形

　　自今年3月以来，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扎波罗热核

电站，由俄军方控制。俄外交部强调，为防止核材料和放

射性材料泄露，需由俄军人保卫核电站。同时，为避免俄

乌对立情绪进一步升级，俄决定核电站仍由乌克兰国家

核电公司的员工运营，并继续向乌克兰输电。

　　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开始各执一词，互指对方对扎

波罗热核电站进行炮击。过去一周，俄乌围绕扎波罗热核

电站的争夺日趋白热化，造成了日益加剧的核安全威胁。

　　对此，尽管美西方频频故作姿态，表示十分重视扎波

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德国总理朔尔茨与美国总统拜登近日

还举行电话会谈，呼吁保障核安全，并达成“避免在核电站

周边采取军事行动、促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访问核电站以摸

清安全系统状态”的共识，但俄对美西方的表态并不买账。

　　相反，连日来，多位俄罗斯重量级人士陆续发声，

揭露美国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局势持续升级的始作

俑者和幕后黑手。

　　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8月26日称，乌军继续炮击扎

波罗热核电站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下实施的。俄驻美国大

使馆还披露，美国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问题上公然撒谎，

推动乌军实施或导致人为灾难的犯罪计划。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行政机构总委员会成员罗戈夫

也称，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命令系由英美下达，基辅

当局只是执行者。罗戈夫还认为，乌军试图用攻击核电

站来阻止俄军推进步伐，以核威胁讹诈欧洲。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则指出，炮击扎

波罗热核电站可能导致核灾难，美国及那些未采取任何

行动的欧盟领导人需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

　　对于俄方指责，美国方面辩称并未指示乌克兰攻

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且他们向乌克兰提供的“仅是防御

性武器”。美国国务院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说，美国认为

在核电站附近发动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将继续支持乌

克兰关于在核设施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呼吁。

叵测居心昭然若揭

　　此间舆论还指出，美西方虽口口声声呼吁保障核

安全，但实际上对于乌克兰乃至欧洲多国可能遭遇的

核安全威胁无动于衷。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预估，如果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爆

炸，其危害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10倍。俄武装力量放射、

化学、生物防护兵司令基里洛夫也称，一旦扎波罗热核电站

发生事故，不仅可能导致乌克兰境内遭辐射污染，还可能波

及德国、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等多个国家。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如果不是居心叵测，完全有能

力阻止乌克兰在核电站周边的军事活动，将核安全威

胁的危险火苗掐灭在萌芽状态。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

院）议员普什科夫指出，拜登完全可以阻止乌军对扎波

罗热核电站的炮击，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除此之外，美国防部官员数次一脸无辜地宣称，美

国仅仅向乌克兰提供了所需防御性武器，从未指点其如

何同俄作战，且攻击目标也是乌方自己选定的，“我们认

为，乌克兰无意炮击核电站并使其停转”。然而，美国称

仅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罗戈夫8月29日表示，乌军从第聂伯河对岸的尼科

波尔用美制M777榴弹炮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炮弹

落在存放反应堆燃料的专用楼楼顶。

俄期望阻止核讹诈

　　分析人士认为，美躲藏在幕后，围绕扎波罗热核电

站制造事端，存在无法宣之于口的叵测居心。

　　就此，拉美社近日发表文章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紧

张局势背后隐藏着哪一方的利益，以及是哪一方在向基

辅方面施压以使其升级冲突，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清

楚无疑。有太多的利益阻碍着这场冲突走向完结。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此间舆论还担忧，美

西方企图歪曲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相

关情况。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美西方此

前就曾炮制谎言，声称“勉强说服”了俄罗斯同意国际

原子能机构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为此，她表示，俄方

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在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后

得出的结论是客观、没有政治色彩的。扎哈罗娃还说，

俄方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的考察有助于阻止

别有用心者的核讹诈。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指出，从近日频发的乌克兰方

面对俄罗斯军事目标、人员的袭击事件中不难看出，在

美国授意下，俄乌冲突的关键点正在不断被引爆，希望

扎波罗热核电站不会成为下一个美西方与俄罗斯博弈

的牺牲品。

美西方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制造事端

　　脸书、推特上与美国共和党和右翼势力有关的账户在疫情初期淡化新冠病毒传播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执着

于散布有关病毒来源的虚假信息。图为美国监督组织在华盛顿特区的脸书办公室前放置“尸袋”，作为对社交媒体

上虚假信息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人民视觉 供图

　　图为扎波罗热核

电站。

（资料图片）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本报记者 吴琼

　　

　　近期，由于欧洲能源危机不断加深，欧

盟国家普遍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困扰，民生、

工业受到严重影响，引发广泛担忧。据路透

社报道，为应对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担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政府8月29日宣布，

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于9月9日召开紧急会

议讨论能源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从近期来看，俄罗斯对

欧洲能源供应将持续下降，欧洲能源危机

可能愈演愈烈，多个欧洲国家将在今冬遭

遇愈发严峻的能源短缺问题。

多国焦头烂额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受乌克兰局势影响，欧元区能源和食品

价格持续上升，7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

8.9%，再创历史新高。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26日，英国

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宣布，从10月起，

英国家庭能源支出将上涨80%，平均每年

3549英镑（1英镑约合人民币8.05元）。由于能

源价格一涨再涨，英国的通胀水平达到了40

年来的新高。而年度能源价格上限连续大

幅上调对于已经饱受通胀压力的英国普通

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除英国外，其他欧洲国家也正在经历

能源价格上涨。当地时间8月26日，德国和法

国发布的2023年电力批发价格创下每兆瓦

时850欧元（1欧元约合人民币6.91元）和超过

1000欧元的新纪录。一年前，这两个国家的

价格约为每兆瓦时85欧元。这意味着，批发

电价暴涨10倍甚至12倍。

　　面对飙升的能源价格和愈加严重的能

源危机，欧洲多国政府焦头烂额、疲于应

对，多个国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加剧。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英国《独立报》

报道，当地时间8月27日，英国苏格兰民众聚

集在格拉斯哥市的能源监管机构大楼外，

当街烧掉能源账单，抗议飙升的生活成本。

抗议者们高呼拒绝支付公共服务的费用，

还要求政府冻结能源价格。

　　当天，伦敦市民也聚集在英国能源监

管机构的总部外，抗议该机构上调能源价格上限。

寻求应对之策

　　当地时间8月29日，捷克工业与贸易部长西科

拉表示，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于9月9日召开紧急会

议讨论能源问题。

　　同日，捷克总理菲亚拉与来访的德国总理朔尔

茨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寻求解决方案，以

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尤其是降低与生产成本不相符

的电价。

　　捷克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在会谈

中就欧洲能源危机、能源设施建设以及加强两国合

作等话题展开讨论。声明说，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捷克将努力确保所有欧盟成员国尽快就能源问题

共同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另据捷克通讯社报道，朔尔茨当天表

示，欧盟需要作出“结构性”改变以应对当前

不合理的电价。

　　在欧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能源问题之

前，欧洲各国政府已开始探索适合自身的能

源价格上涨应对之策。法国政府发言人奥利

维耶·韦兰承诺，政府将采取措施缓冲能源

涨价对普通家庭的影响。他还保证说，法国

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接下来的冬季没

有停电风险。

　　除了寻找能源价格上涨应对之策，欧洲

国家也各出奇招，应对能源短缺：德国私人

游泳池冬季的加热将受到限制，汉诺威等城

市已选择关闭包括地标在内的建筑物的照

明；法国采取措施使商店减少能源消耗，所

有灯箱广告牌都必须关闭照明，只有机场和

火车站除外；意大利政府也要求限制公共照

明、提前关闭公职人员办公场所；比利时政

府决定，将其核电站的寿命再延长10年，以

免加重对天然气的依赖；匈牙利的节能计划

也涉及延长核电站寿命。

　　继将节能提上重要议程外，欧盟国家也

在加强合作，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解决前景堪忧

　　欧洲能源危机非一朝之功可破。有专家

认为，至少需要2到3年时间，欧洲能源危机

才能得到暂时缓解。

　　在欧洲能源危机解决前景堪忧之际，又

有两个坏消息传到欧洲。一是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宣布，从8月31日开始，暂停经

由“北溪-1”管道向德国供应天然气三天。二

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自8月30日起

将削减对法国昂吉集团的天然气供应，理由

是双方存在合同纠纷。

　　如此一来，欧洲多国民众对今年冬季面

临愈加严峻能源危机的忧虑进一步加剧。非

但如此，对俄罗斯完全停止供气的忧虑正笼

罩着全欧。

　　伦敦外交政策研究所专家赫斯就此认

为，在能源领域，这是“欧洲二战以来面临的

最严重危机”。

　　当前，欧洲陷入多重抉择困境。面对能

源危机，无论是寻求他国能源替代，还是重

启核电以及自主发展新能源，欧盟都面临着内部分

歧与巨大成本的难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表示，虽然欧洲试图通

过其他方式取代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但预计后果将

是天然气现货市场的价格上涨以及消费者的能源消

费成本显著增加。“所有这一切再次表明，一些国家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性的限制措施，结果对它们自身

造成的损害反而要大得多。而且，进一步实施制裁可

能会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普京的话一语中的。如今，欧盟对俄煤炭禁运已

正式生效。同时俄罗斯也逐步削减“北溪-1”天然气管

道输气量。如此一来，欧洲能源保供更加岌岌可危。

　　尽管今夏欧洲历史罕见的酷暑已经远去，但在

即将到来的寒冬，欧洲能源危机不仅未见尽头，反

而似乎正走向更加失控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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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骏野

　　

　　近日来，英国排放污水入海事件不但引发环境

危机，也引起多个欧洲国家的不满。据英美媒体报

道，欧洲议会的三名法国议员近日致信欧盟委员

会，敦促欧盟尽快采取“政治和法律”措施，阻止英

国向英吉利海峡等共有水域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议员们在给欧盟委员会分管环境、海洋和渔业

事务的委员维尔吉尼尤斯·辛克维丘斯的信中表

示，尽管英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

英国在“脱欧”后不再受欧盟环境规则的约束，选择

降低污水排放的水质标准，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

的。他们担心该举措很可能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以

及鱼类和贝类产业，因此要求欧盟委员会“利用其

掌握的一切政治和法律手段来结束这一局势”。

　　“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不是垃圾场。”欧洲议会渔

业委员会成员、法国诺曼底议员斯蒂芬妮·扬-库

尔廷表示，“我们不能容忍环境、渔民的经济活动和

公民的健康因为英国在污水管理方面的一再疏忽

而受到严重威胁。”

　　今年夏季，由于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入

海，英国多个度假胜地不得不临时封闭海滩，并提

醒游客不要在海滩附近的海域游泳。同时，英国多

地也为此发布污染警告。这无疑加剧了游客和环境

保护组织的不满，同时也加大了英国政府对水务公

司采取行动的压力。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27日报道，此前英

国康沃尔郡80个海滩中有14个因污水而被禁止进

入，26日当地再次发布污染警告。根据慈善组织“冲

浪者反对污水”统计，今年英国共有171个地方发生

了654起污水溢出事件，其中位于英格兰西南端的

朗洛克海岸更是污染重灾区，仅从5月至今就发生

了19起污水溢出事件。

　　英国《卫报》指出，英国的排水系统一直是合流

制排水系统，为了避免住宅和公共空间在暴雨后被

淹没，该系统偶尔会出现雨污合流溢流现象，将未

经处理的污水排入河流和大海。如今，这个现象已

经被英国政府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视为“日益

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尽管承认污水排放系统存在问题，但是对于欧盟

方面指责其在“脱欧”后选择降低污水排放的水质标

准，英方也予以反驳。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一

名发言人表示，英国没有遵守水质标准的说法是错误

的：“《环境法》使我们关于水质标准的法律比我们在

欧盟时更加严格……我们规定水务公司必须减少暴

雨溢流的次数和排放量，并要求水务公司必须安装新

的监测器，以实时报告本地区的污水排放情况。”

　　虽然英国政府言之凿凿，但英国反对党自由民

主党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污水排放没有被正

确记录，因为“许多所需的监测设备要么无法正常

工作，要么尚未安装”。

　　代表英国水务行业的英国水务协会表示，水务

公司“一致认为，现在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并正在

投资逾30亿英镑改善溢水状况，这是2020年至2025

年一项更广泛的国家环境计划的一部分。协会表

示：“水务公司不能单独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也呼吁（英国）政府、监管机构和其他部门尽快

联合起来，制定一项全面的国家计划，以实现我们

都希望看到的河流和水道的转型，以避免污水排海

污染环境。”

　　截至记者发稿时，欧盟委员会尚未公布将采取

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措施，阻止英国向英吉利海

峡等共有水域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据悉，为回应质疑，英国政府近日制定了一项

解决污水排放问题的计划，要求水务公司在排放污

水前加大处理力度，并投资改善暴雨溢出问题，对

未达到新目标的企业处以罚款。英国政府同时表

示，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减少

至零。不过，计划中所需的巨额投资，意味着消费者

的支出将会有所增加。

英“排污入海”事件引不满
欧洲议会议员要求采取“政治和法律”措施

　　图为7月26日，欧盟能源

部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

特别会议讨论“节气”方案。

新一轮讨论能源问题的欧盟

能源部长紧急会议将于9月9

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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