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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年
来，一代代中国青年走进联合国。他们
中的每一代人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留下了欢笑和泪水，但最近的这批“90
后”“95后”甚至“00后”，可能是最幸运
的一代人——他们成长于中国飞速发
展的年代，在国际舞台上切切实实地
感受到了“我与祖国共奋进”，在一个
个看似日常的工作中，把中国的智慧
和经验带到全世界。

最“出圈”的联合国青年代表

和联合国的青年职员不同，联合
国有时会选择“少年成名”的人作为青
年代表，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推动社
会公益目标的实现。近些年的青年代
表中，王源大概是最为“出圈”的一个。

2017 年初登联合国讲台时，“00
后”王源还不满17岁。当时，他参加的
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届青
年论坛。这是联合国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的青年参与活动。此前几届论坛上，
来自中国的代表都是联合国青年员
工。因此，王源也是首批受邀的联合国
系统外的代表之一。2019年，联合国大
会为纪念《儿童权利公约》通过30周年
举行高级别会议。

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千万规模的
粉丝，这意味着他的呼吁可以被更多青
少年听到。“人的力量是无限大的，一传
十十传百，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
把儿童教育的现状和目标传递给更多
的人。”王源说。

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

一些外国同事对中国的环保偏
见，也给作为联合国环境署总部新闻
司新闻官的鄢文静的工作带来过挑

战。一次，有同事撰写了一篇关于野
生动物消费的新闻稿件，其中提到中
国，编辑请鄢文静一同把关。她发现，
稿件中竟然将中国称为某类动物制品
的“最大消费国”，而数据来源是一份
算不上权威的民间报告。“这份报告
是客观中立的吗？数据真实吗？为什
么只提中国？我们作为联合国的机
构，不应该做任何脱离事实的价值判
断。”鄢文静跟同事进行了理性沟通。
最终，编辑尊重了鄢文静的意见，对
稿件进行了调整。

象牙禁令、长江禁渔……在联合国
的平台上，鄢文静能够将越来越多的“中
国故事”讲出去，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
让中国更好地跟世界沟通。这是她愿意
留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村口大喇叭”带到卢旺达

北大“90后”博士朱睿智，选择到卢
旺达从事难民保护工作。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朱睿智提前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
组织成一支 127 人的卫生小组，通过
走访、调查和宣传，把防控知识传递
给难民这样的工作方案，正是参考了
国内社区防控的经验。难民的受教育
程度往往不高，所以，疫情期间火爆
中国的“村口大喇叭”也被朱睿智引
入社区。后来，她牵头实施的很多举
措，被收入联合国难民署优秀社区工
作经验手册。

“我们这代人，在中国的发展中成
长起来。我相信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
好样的，是可担当大任的。中国青年能
够也应该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尤其是去到一线，去到发展中
国家。”朱睿智说。

25日上午，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
念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人民的胜
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50年来，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事业
的坚定支持者，为促进世界和平、促
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作出了巨
大贡献。
□ 消除贫困

10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在庆祝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的文章中，称赞中国在消除贫
困方面取得的成就：

几十年来，中国已成为本组织工
作日益重要的贡献者和国际合作的
一大支柱。我感谢中国在制定和执行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这
体现在中国在消除所有形式的贫困
方面作出坚定承诺并取得重大进展，
而消除贫困是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
之一。

截至目前，中国已提前10年完成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
目标。
□ 经济奇迹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
dharth Chatterjee）表示，从中国恢复
联合国合法席位起，在联合国的见证
和支持下，中国取得了世界史上最伟
大的社会经济成就之一。

4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功简直
就是奇迹。使超过 7.5 亿人摆脱了绝
对贫困；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人均
GDP 从 1979 年的 180 美元增加到今
天令人难以置信的12000美元。

他认为，这一惊人成就有望继续
下去。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预计
将翻一番以上，按购买力调整后将超
过25000 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计，到 2025 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
将在全球人均收入排名中超过 56 个
国家。
□ 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自1990年以来，已向近30项联合
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5万人次，
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
重要出兵国，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
出维和人员数量名列第一。
□ 大力促进全球发展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
目前，141个国家和包括19个联合国
机构在内的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
□ 不断推动国际法治建设

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
际组织，参加了 600 多项国际公约及
修正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
现国际承诺，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
□ 积极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

加入或批准26项国际人权文书，
包括6项核心人权公约；深入参与多
边人权机制工作，五次当选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成员。
□ 不断为提升人类卫生健康水平作
出贡献

积极响应联合国发起的全球人
道主义应对计划，向 15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向 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践行将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宣誓，截
至 2021 年 10 月中旬已向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15 亿
剂新冠疫苗。

1971年 10月 25
日，第26届联合国大
会以76票赞成、35票
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
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
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
权利。这一天，当电子计
票牌显示出表决结果
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胜利了”，“中
国万岁”，与会的许多代
表握手、拥抱，有的代表
跳起舞来。这是一个具
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
一个辉煌的时刻。

50载风云变幻，
50载初心不改。

50年来，中国坚定
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
中的核心作用，坚定站
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一边，勇毅担当、贡献力
量，同国际社会携手并
肩，推动历史的车轮朝
向光明未来滚滚向前。

□ 1971年中国第一个联合国代表团
的随团翻译施燕华：

“乔的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15分，
中国代表团精神奕奕地来到了联合国
大会现场。入场后，乔冠华镇定地坐在
中国名牌后的那张椅子上。此时，忽然
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
椅子里有何感想？”一直冷静的乔冠华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仰头大笑。
这张乔冠华大笑的照片不仅成为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还登上了中
国历史课本。美国媒体形容说：“乔的
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会大厅的玻璃。”
那一刻，乔冠华不是代表一个人在笑，
那是一个伟大国家重新站回世界舞台
的自信与激动。

□ 当时的智利代表团成员拉戈斯：
预感中国“将获得高票支持”，“这

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联合国总部里
大多数人也与他抱有相同的期待。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告诉他，
中国的加入意味着联合国将变得更加
重要。投票博弈几乎持续到最后一刻。
美国代表在走廊到处游说但只能“眼
睁睁看着大势已去”，拉戈斯回忆起这
一幕仍很兴奋。

□ 巴基斯坦记者伊夫蒂哈尔·阿里
感叹自己一生从未见过“如此巨

大的欢呼浪潮”。他一路小跑去发电
报，以快讯报喜讯，“多一个字都会耽
误时效”。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日
前在首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
联合国合法席位是联合国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
过去50年间，中国为实现联合
国理想作出了巨大贡献。

潘基文首先对中国恢复联
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表示衷心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
合国合法席位后，从规模上、组
成上看，联合国方才成为一个世
界性组织。”潘基文说。“过去50
年里，中国不仅在促进本国政治
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也
为世界发展与和平作出了巨大
贡献，对此我深表感激。”

他指出，中国从一个贫穷
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成功让大量人口实现脱贫，
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成功实施作出了
显著贡献、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
访问联合国总部时，对制定可
持续发展目标表示坚定支持，
这成为联合国推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巨大推动力。”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给人类社
会带来巨大冲击，世界面临气
候变化、经济衰退等全球性挑
战。在潘基文看来，最佳的应对
方式是多边合作，而近年来国
际局势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正
是多边主义不断受到削弱。

他指出，如今全球在科技、
通信、交通等方面不断经历变
革式发展，在众多领域超越国
境的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同属
人类社会，共栖同一个地球、共
享同一个未来，多边合作不是
哪一个国家能单独进行的，需
要集体意愿和智慧，以及联合
国所代表的共同目标意识。”

潘基文说，从这一点来看，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分值得关
注。“我们需要为了共同的和平
与繁荣不断努力。”

潘基文说，中国正通过“一
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等帮助其他发展中国
家，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
者，这与《联合国宪章》承载的
理想相一致。“希望中国今后能
继续与联合国保持密切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安全、
繁荣的世界。”

联合国总部首次升起五星红旗 新华社发

重 返 联 合 国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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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则Facebook公司准备改名的消息，引发了
互联网行业以及各国网友的热议。

有外媒报道称，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可能会
在10月28日的“脸谱网开发者大会”（Facebook Connect）
上宣布这一改名的消息。不过，究竟改成什么名字，至今仍
是个“机密”。

一时间，全球无数网友都积极参与到了一场“无奖竞
猜”之中：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新名字可能是啥？从 FB、
Fakebook、Bookface到Zuckussy，各种答案纷飞……甚至还
有一家体育博彩网站为这个新名字开了一局，其中赔率最
高的前三个名字是“Virtuel”、“Connect”和“Horizon”。

那么，作为社交媒体界的一方“霸主”，Facebook为何
要改名？改名背后，扎克伯格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

“称霸元宇宙”

有媒体认为，新名称可能与该公司一直在开发的虚拟
现实平台“地平线”（Horizon）有关，这是扎克伯格的下一
个雄心壮志——称霸“元宇宙”（Metaverse）。“元宇宙”是一
种通过VR和AR技术构建的超级虚拟世界，这一概念近
期获得了一大批全球互联网企业的追捧。

据美国媒体报道，Meta这个名字实际上早已出现在
Facebook 的“扩展宇宙”中。现在如果登录“Meta。com”这
一域名就会自动跳转至“Meta。org”网站，后者是一个生物
医学网站，隶属于扎克伯格和妻子普莉希拉·陈运营的慈
善组织“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早在2017年，该慈善机构就收购了主要从事搜索科学论
文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公司“Meta”。这表明，扎克伯格早
已为自己的“元宇宙”公司有所打算了。

美媒分析，虽然目前还不清楚Facebook的真实意图，但
营销专家们认为，Facebook可能将效仿谷歌的做法，成立一
个母公司来监督各种业务。如果母公司的名称是“Hori-
zon”，那么公司的各个部门也可以改名为“Horizon Face-
book”或“Horizon Instagram”等等，或者也可以保持不变。

不过，许多批评人士认为，在接连不断的丑闻之后，
Facebook实际上是希望借改名和“元宇宙”重塑品牌，以挽
回公司的颜面。

“改名换运”？“金蝉脱壳”？

此外，还有不少观点认为，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
许是Facebook近年来麻烦不断、需要“改名换运”。然而，就
在Facebook被曝出即将改名的第二天，该公司便迎来了诉
讼罚款“三连击”。

当地时间20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拉辛正
式起诉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称其需要在2018年剑
桥分析公司的丑闻中承担个人责任。外媒分析称，不可否
认的是，自2018年被曝出泄漏大量用户私人信息的丑闻
后，Facebook已“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同一天，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MA）宣布，因Facebook未能提供所需的更新信息，该机
构将对Facebook处以近700万美元的罚款。外媒报道称，
CMA的罚款出台之际，以Facebook为首的互联网科技公
司正面临着越来越多层面的监管和审查压力。今年春天，
CMA和欧盟最高竞争监管机构对Facebook的分类广告服
务Marketplace及其在线约会服务展开了正式的反垄断调
查。近年来，美国国会也一直在讨论监管Facebook或分拆
其企业集团的可能性。

就在Facebook决定改名前不久，有着“吹哨人”之称的该
公司前雇员弗朗西丝·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泄露了数千页的
Facebook内部文件，指控该公司以“利益至上”为原则，存在
煽动分裂、破坏民主、损害年轻用户心理健康等一系列罔顾
公众利益的行为。随后，美国国会就这些文件举行了听证会。

对此，美媒指出，改名的另一个好处可能是，扎克伯
格可以从一系列的法律纷争中“金蝉脱壳”。或许下一次
在国会议员面前作证时，他的身份将不再是 Facebook 的
首席执行官，而是“Horizon”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从理论
上讲，这将使他免受为Facebook任何错误负责的烦恼。他
甚至可以拒绝出席作证，不再是那个不得不为 Facebook
负责的“可怜人”。

“他们以为自己在糊弄谁？”

“所以这个想法大概是，Facebook 公司想要彻底与
Facebook划清界线。该公司可能将被命名为Zuckplex，然
后旗下有一系列的产品，Facebook只是其中之一。这给人
一种黑帮试图将（非法）资产转移到合法企业的感觉。”一
名网友对此吐槽道。

佛罗里达大学营销学教授理查德·卢茨称，尽管有很
多先例，但彻底改变一个品牌的名称也并不常见。“（改名）
是很昂贵的。当一家公司这样做时，通常是希望或迫切需
要与不想要的关联保持距离。”他介绍道，比如，与安然破
产丑闻有牵连的安达信咨询公司更名为埃森哲，1996年发
生空难后改名为“穿越航空”的瓦卢杰航空公司。

不过，许多专家都对 Facebook 此举的成效持怀疑态
度。他们认为，Facebook就算改名了，也无法掩盖这个公司
的问题。“一个新名字可能会使公司焕然一新，但更名并不
意味着重塑品牌。”品牌转型专业人士阿纳伊齐·莫杜表
示。他指出，除非Facebook有严肃的计划来解决其中的一
些问题，否则仅仅改名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它可能还会
使情况变得更糟。

美国媒体更是直接在评论文章中表示，“他们以
为自己在糊弄谁？”全世界近 30 亿的 Facebook 用户都
很清楚这家公司的“毛病”——对隐私问题、虚假信
息、仇恨言论、种族主义和政治欺诈等争议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答卷来了

Facebook想要与Facebook彻底划清界线

改名转运
能否拯救这张“脸”？

中国“新青年”
在联合国工作是什么体验？

中国为实现联合国理想
作出巨大贡献

——访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与亲历者一起重温燃情岁月

揭秘揭秘

声音声音

回忆回忆

综合央视新闻 人民网
中国日报 新华社 新华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