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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科隆島

科倫鎮南科隆島，
壁立巖山出奇峭。
國湖瀉湖冷熱湖，
僻處疊翠山巒坳。

烏克蘭「危險過冬」：
停電停水停網停暖，卻不停火 
當俄羅斯的導彈又一次飛向烏克蘭電網

時，基輔心臟研究所正在進行一場心臟主動

脈瓣置換手術。病人是一個14歲的男孩，醫

生們打開他的胸腔……電突然停了，室內溫

度只有13℃的手術室陷入黑暗。

從2022年秋季開始，俄羅斯對能源設施

的攻勢驟然升級。數以千計的炮彈和無人機

射向烏克蘭。即便防空系統攔下了其中的絕

大多數，擊中目標的小部分也讓數百萬人陷

入困境：停電、停水、停網、停暖……

隆冬時節，黑暗、寒冷與炮彈一樣危

險。烏克蘭民眾正在面對的可能是「二戰」

以來最艱難的冬天，而他們赤手空拳。

危險的冬天
「歡呼吧，俄羅斯人。一個孩子躺在手

術台上，而燈全部熄滅了。」 基輔心臟研究

所主任鮑裡斯·托杜羅夫正在巡視手術，他用

視頻記錄下這場變故：「我們現在將打開發

電機。但很不幸，這需要好幾分鐘時間。」

醫生們在頭燈和手電筒提供的昏暗光

線下為挽救生命而努力。儲能電源支持著監

護儀、體外循環機等儀器繼續作業。15分鐘

後，備用發電機啟動，手術室電力恢復。

危險並沒有解除。研究所的自來水和集

中供暖也斷供了。室內溫度一路降到13℃，

而根據烏克蘭的標準，冬季手術室的適宜溫

度為19°至20℃。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情況變得更加棘

手。」托杜羅夫事後回憶道。醫生們加快了

手術的速度。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和家屬提

著桶在醫院自建水井和位於7樓的手術室之間

來回穿梭，為10台進行中的手術補充清潔的

水源。「（研究所）就像一艘潛水艇，我們

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托杜羅夫說。

上述這一幕發生在2022年11月23日。那

一天，俄羅斯發動了規模空前的電網襲擊，

造成烏克蘭多座城市緊急停電。基輔的緊急

服務部門在6小時內恢復了對醫院的供電，但

在一些住宅區，人們等待了48小時才重新擁

有電力。

基輔心臟研究所遭遇的困境並非孤案。

從北部的基輔、東部的哈爾科夫、南部的赫

爾松，到西部的利沃夫，這樣的醫院驚魂記

頻頻上演。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主任漢斯·克魯

格2022年11月在一份聲明中對烏克蘭惡化的

醫療條件表示關切，因為對衛生和能源基礎

設施的持續攻擊，意味著數以百計的醫院和

保健設施不再充分運作，而「產房需要保溫

箱，血庫需要冰箱，重症監護床需要呼吸

機，所有這些都需要能源」。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22年2月24

日至12月26日期間，烏克蘭醫療機構累計遭

遇攻擊達597次，有270個醫療機構遇襲。戰

前，這些機構每月為約45.4萬名病人提供治

療。

烏克蘭電網遭到的攻擊進一步加劇了醫

療系統的緊張和混亂，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埋下隱患。

冬季，烏克蘭日照時間很短，天空在下

午四點就會暗下來。但電力的短缺迫使市政

調暗或關閉街道照明，致命的交通事故變得

更加頻繁，行人死亡案件的數量在過去幾個

月增加了25％。一些烏克蘭人向表示，他們

會在出行時帶上手電筒，或穿上帶有反光條

的衣服來保護自己。

不穩定的電力供應也讓乘電梯成了「俄

羅斯輪盤賭」，而且常常有人會輸。基輔的

一名電梯維修公司經理向法新社表示，自從

電網遇襲以來，救援電話增加了10到15倍。

考慮到救援人員的工作量，被困者有時需要

在寒冷和伸手不見五指的轎廂裡等待數小時

才能被「釋放」。為了應急，很多高樓居民

在電梯裡留下救生包，裡面通常包括飲用

水、零食、藥品和手電筒。

烏克蘭供水和污水處理設施協會主席德

米特羅·諾維茨基向《華盛頓郵報》指出，

即使俄羅斯的導彈不直接針對烏克蘭的供暖

和供水系統，停電也會產生連鎖反應：沒有

電，水泵就無法將水輸送給居民；而沒有水

和電，集中供暖系統也無法運轉。冬季烏克

蘭濕冷多雪，氣溫常常低於0℃，約53％的

城市家庭依靠集中供暖作為主要供暖源。如

今，許多人轉用其他方式，比如燃燒木柴取

暖。

儘管國際社會譴責俄羅斯的轟炸行動

將烏克蘭推向人道主義和經濟危機的邊緣，

但普京表示，這是對克里米亞大橋遭襲的反

擊，並稱「噪音和喧囂」不會妨礙俄羅斯完

成戰鬥任務。

數位烏克蘭電力系統的官員和專家提示

公眾，至少在供暖季結束前，都會有停電問

題。而停電的時長，取決於俄羅斯對電網的

破壞程度。對烏克蘭民眾來說，這將是一個

格外難熬和危險的冬天。

前所未有的電網破壞
「沒有哪一場颶風會產生如此大的破

壞。」基輔州的電力工程師謝爾蓋向當地媒

體表示，從業30年來，他從未見過如此破敗

的電網。

自俄羅斯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來，

能源設施一直是俄軍的攻擊目標。此前，儘

管有多個發電站被破壞或因處在戰鬥前線被

迫關閉，烏克蘭仍可以維持穩定的電力供

應，甚至有餘量向歐盟出口。但2022年10月

10日以來，俄軍在轟炸發電設施的同時，加

強了對高壓輸電線、變電站和配電網等薄弱

關節的打擊。

這一轉變極具破壞性。美國威爾遜中心

凱南研究所高級顧問、烏克蘭未來研究所能

源項目主任阿德裡安·普羅基普向指出，襲擊

電網對民生的影響大於軍事。在戰場上遭受

一系列挫折後，俄羅斯開闢了襲擊電網這條

新戰線，似乎希望隨著冬季的到來，嚴峻的

條件將迫使烏克蘭作出讓步。

早在2022年5月，烏克蘭能源行業已就如

何提高系統安全性展開討論，也採取措施對

關鍵設備進行物理保護。但烏克蘭能源工業

研究中心主任亞歷山大·哈爾琴科表示，要保

障龐大的電網免受俄羅斯炮火攻擊是不可能

的。特別是佔地面積大且開放的變電站，很

容易受到襲擊。

在俄軍的密集攻勢下，烏克蘭電力系統

支離破碎。佔到烏克蘭供電量的五分之一的

扎波羅熱核電站，處於俄軍的控制之下。由

於安全原因，核電站在2022年秋季關閉了所

有反應堆。烏克蘭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也遭

受重創，包括50％的太陽能和90％的風力渦

輪機發電能力。

為應對危機，烏克蘭國家電力公司對

各州能源供應進行限制。在2022年11月和12

月，一些地區每天間歇停電的時間，累計超

過12小時。2023年1月初氣溫回升，電力供應

情況有所好轉，計劃停電的時長減半。但很

快烏克蘭將迎來新一輪降溫，斷電的時間很

可能又會被拉長。

烏克蘭能源部官員和顧問們此前曾表

示，停電不是因為產能跟不上，而是炮擊破

壞了配電網的穩定和彈性，向消費者輸送電

力存在困難。普羅基普指出，目前基輔在發

電和輸電上都存在問題。

每一次遭遇襲擊之後，緊急服務部門就

會立即展開搶修，多數時候供電會在24小時

內恢復。但讓謝爾蓋感到沮喪的是，大多數

修補是脆弱的。因為當新一波攻勢來襲，之

前的努力可能就又化為灰燼。而且，一輪又

一輪的襲擊中，他已經失去了數名同事。

「最近的一些有效襲擊幾乎使得基輔和

全國電網斷聯，形成『電力孤島』。這意味

著基輔難以從全國電網獲得足夠的電力，只

能依賴本地的發電廠。問題是，基輔的兩個

發電廠，一個完全被摧毀了，另一個在幾次

襲擊中嚴重受損。」普羅基普解釋說。

一些專家認為，2022年10月以來，俄軍

對電力系統的攻擊是系統性的，背後有熟悉

蘇聯能源系統的工程師出謀劃策。他們對烏

克蘭電網的配置瞭如指掌，能做到對「痛

點」實施精準打擊。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的

架構於20世紀60年代建立。直到2月24日，烏

克蘭仍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及摩爾多瓦處於

同一個電力網絡。

目前，烏克蘭方面用於維修的設備，比

如大型變壓器，已經告急。政府和企業正在

全世界範圍內尋找兼容的部件。另一方面，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2022年12月31日的報告

指出，儘管俄羅斯精確制導導彈庫存消耗很

大，但沒有暫停攻擊烏克蘭基礎設施的跡

象，而是越來越多地利用無人機展開襲擊。

普羅基普則指出，無人機襲擊對電力設施的

破壞性同樣不容小覷。在近期的襲擊中，無

人機爆炸引燃了變壓器油罐，對整個設備造

成了難以修復的破壞。

普羅基普表示，即便接下來攻擊停止，

烏克蘭也需要三個月的時間才能恢復24小時

的居民電力供應。而要將電力系統恢復到大

規模襲擊發生前的水平，則至少需要一年

半。他還建議，烏克蘭應在硝煙散去後思考

如何重建能源行業。目前，烏克蘭電力系統

過度集中，幾次精心策劃的打擊就足以讓一

個城市出現供電癱瘓。而且，那些蘇聯時代

設計的設施也已過時。

無敵中心
從基輔出發，向東南行駛約200公里，

就進入了烏克蘭地理意義上的心臟——切爾

卡瑟。河寬浪急的第聶伯河，在這座中部城

市與戰火紛飛的東部之間形成天然屏障。

「俄羅斯人不可能越過那條河，尤其是在冬

天。」 當地居民、29歲的莉迪亞向表示。

俄烏兩軍主要在東部和南部交火，地處

中心的切爾卡瑟是相對安全的地區。2022年6

月時，俄羅斯的導彈擊中了附近連接東西部

的橋樑，但是破壞很快被修復。除此之外，

深秋之前，切爾卡瑟基本未受轟炸。「這裡

比基輔好得多，甚至比利沃夫更好。」 莉迪

亞說。

2022年10月時，莉迪亞收拾行囊，離開

生活了四年的北京回到家鄉。「一眼望去，

這就是一個和平的小鎮。你可以在公園裡看

到推著嬰兒車的媽媽，人們在慢跑。」

「你不會真的感覺到你處於戰爭之中。

直到那些警報器響起，你就會覺得，是的，

戰爭正在發生。」

俄羅斯從2022年秋季開始對烏克蘭全境

的電力基礎設施展開轟炸，切爾卡瑟的生活

質量也開始跳水。在12月，莉迪亞和父母位

於市郊的雙層小樓幾乎每3小時就會停電一

次。每次停電時，自來水、移動網絡和手機

信號也會消失。

對於在家遠程辦公的莉迪亞來說，不穩

定的網絡服務給工作增加了許多困難。電力

公司制定的停電時間表常有臨時改動，還可

能出現無法預期的緊急停電，這意味著日程

安排時常會被顛覆。

有的時候，莉迪亞會在家等電來。但要

是遇上急需上網的情況，她會打車去往市中

心，那裡幾乎所有的餐廳和咖啡館都有發電

機。

為了補救停電造成的後果，烏克蘭政府

在全國各地設置避難所。它們一般設置在移

動的帳篷裡或學校等公共機構內，配有發電

機和加熱器，人們可以來此取暖、充電、飲

茶以及使用「星鏈」提供的互聯網服務。官

方將這些場所命名為「無敵中心」，顯示它

們不受俄軍襲擊的影響。據澤連斯基公開提

及的數據，烏克蘭目前有超過5500個「無敵

中心」正在運行。

「就我們現在的處境，這個名字太詩

意了。」莉迪亞認為，儘管前往中心能解一

時之急，但如果情況惡化，比如長時間的緊

急停電變得頻繁，搬到有井、有鍋爐房和壁

爐的鄉下生活是更好的選項。普羅基普也表

示，「無敵中心」無法改善總體的情況，但

它「可以讓生活好過一點」。

但搬到鄉下意味著莉迪亞要和父親分

開。她的父親是中學校長，需要留在城裡負

責一處避難點的運作。「我很擔心我的父

親，他不再年輕了。」「如果黑暗時期來

臨，我想和他們在一起，而不是為自己找一

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為了讓城市裡的生活不那麼難過，莉迪

亞添置了好幾個野營爐，以便停電時還可以

煮飯和烹茶。浴缸和水桶也總是蓄滿水，小

倉庫裡也裝滿了穀物、麵條和食用油。至於

關鍵的電力問題，她還在想辦法解決。

烏克蘭近期免除了進口發電機與儲能電

源的關稅和增值稅，以鼓勵企業和住宅自主

供電供暖。但烏克蘭市面上這些設備供不應

求，人們只能將目光轉向歐洲。12月上旬，

在利沃夫一處難民安置點做志願服務的中國

留學生柯義向表示，安置點從德國預定了幾

部發電機，等了近兩個月才收到貨。莉迪亞

12月下旬前往歐洲出差時觀察到，在烏克蘭

周邊的波蘭和立陶宛，儲能電源也買不到

了。

雪季來臨後，堅韌、團結和奉獻成為澤

連斯基每日視頻講話的高頻關鍵詞。他承認

供電情況是困難的，但試圖安撫公眾局勢仍

在控制之中，不會完全停電，所以沒有必要

離開烏克蘭。

但能源公司和地方當局的聲明沒有那麼

樂觀。烏克蘭最大私立能源公司DTEK的首

席執行官表示，鑒於電線的損壞程度，一些

公民最好離開烏克蘭，因為這將減輕整個電

力生產和傳輸系統的負擔，改善電力供應情

況。在接受了約14.5萬國內難民的伊萬諾-弗

蘭科夫斯克市，市長魯斯蘭·馬爾欽基夫就呼

籲居民在可能的情況下離開該市過冬。在有

300萬人口的基輔，前世界拳擊手、市長克利

奇科也曾警告說，這個冬天將是「『二戰』

以來最難熬的」，並表示可能有必要疏散基

輔的一些居民到郊區或小城鎮。

在避難所問題上，克利奇科與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也發生過公開爭吵。2022年12月

初，澤連斯基批評克利奇科沒準備好應對俄

軍在冬季的新一波空襲。克利奇科隨後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回應稱，全國團結抵抗單一敵

人時，國內竟然開始出現鬥爭，這讓他感到

奇怪，「相信背後有政治動機」。克利奇科

介紹，基輔已準備近500個臨時安置點，提

供熱水、電力和通信服務。不過，對於擁有

300多萬人口的基輔來說，這些仍然是九牛一

毛。

一些當地民眾的脾氣也開始變得火爆。

在社交媒體上，他們爭論誰能得到電，以及

為什麼其他人得到電的時間更早、更長。烏

克蘭記者丹伊洛·莫克裡克在社交媒體中將這

種潛在的情緒描述為，「希望每個人都能平

等地受苦」。

普羅基普解釋說，有些住宅與醫院等關

鍵設施處在一條線路上，所以他們的電力供

應得到優先保障。現在能源公司正在技術上

作出改進，「努力實現公平，盡量讓大家處

在同等水平。」

不過，接受訪問的烏克蘭人多表示，抱

怨是無益的，他們在努力適應現有條件。

2022年11月30日，烏克蘭基輔的停電時段，醫生們在手機手電筒照明下進行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