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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冷

“一场不敢明说的告别之旅？”据法
国 24 小时新闻电视台 16 日报道。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道，蓬佩奥此次出
访可能“极具挑战性”，至少“很尴尬”。

在去法国之前，蓬佩奥公开发表了
一篇文章说：法国是和美国认识最久而
且关系最好的盟友，两国关系已经非常
牢不可破，我非常非常期待在巴黎的讨
论。然而，面对这位美国高级官员的到
访，法国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总统马克
龙办公室将其描述为一次“礼节性”访
问，称会晤是在美方要求下安排的，而
且两人的会谈内容将全部对拜登团队

“保持百分之百的透明”。马克龙在爱丽
舍宫与蓬佩奥举行了“低调的闭门会
晤”，没有举行记者会。据美联社报
道，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是，法国外长
勒德里昂选择在爱丽舍宫与蓬佩奥会
晤，而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室。

在土耳其，蓬佩奥更是碰了个“硬
钉子”。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
国务院高官对记者称，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在蓬佩奥访问土耳其期间没能找到
时间会见后者。美联社称，蓬佩奥在土
耳其的行程不包含与任何土方官员的会
面。此外，据法新社、阿拉伯新闻网等
外媒报道，蓬佩奥 17 日会见了东正教

领袖、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巴尔多禄茂
一世。这引起土耳其的极度愤怒。土耳
其外交部称之为“极不适当的”干涉，
并在声明中说：“美国最好先照照镜
子，把注意力放到本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上吧，比如种族主义、仇视伊斯兰教和
仇恨犯罪。”

蓬佩奥这次还安排了一个充满争议
的行程——参观备受争议的约旦河西岸
犹太人定居点和戈兰高地。英国 《卫
报》19日称，蓬佩奥当天的行程“极具
挑衅意味”，是此前美国历任政府都极
力避免的。蓬佩奥此行招致巴勒斯坦国
内强烈抗议。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谴
责称，这将树立使定居点合法化的“危
险先例”，是对联合国决议的打击。

谋划

有媒体称，此行是蓬佩奥这个美国
“史上最差国务卿”，利用首席外交官的
职权上演“最后的疯狂”。

“按照外交安排的惯例，此行应该
是之前就安排好的。当时，应该是没
有人想到大选会出现如今这样的僵持
局面。”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其实即便到
现在，美国现政府也没有承认败选。

也有分析指出，蓬佩奥此行是巩固
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成果”。蓬佩奥此

行的目的是倡导各个盟友共同遏制伊
朗、抗衡所谓的海外“敌人”。

“从行程安排来看，欧洲和中东是
美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在欧洲，美德关
系因为北溪-2 等事件闹得比较僵，美
国和法国关系还说得过去，所以马克龙
见了蓬佩奥。在中东，沙特和以色列是
美国的两个重要盟友，是美国对抗伊朗
的重要支点。而且，无论是欧洲还是
中 东 ， 美 国 都 在 采 取 适 当 收 缩 的 态
度，所以鼓励盟友发挥更大作用符合
美国整体战略需求。”

美联社报道指出，蓬佩奥成史上首
次访问以色列定居点的美国国务卿。美
国现政府采取了空前措施支持以色列对
争议地区声明主权，蓬佩奥此次出访将
成本届政府的“告别礼物”。

此外，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
是在为自己积攒政治资本。

告别

“美国现政府处处倡导‘美国优
先’，和其他国家关系搞得比较僵。作
为 美 国 现 政 府 外 交 政 策 的 忠 实 执 行
者，蓬佩奥多是挑唆对抗，而不是推
动合作。在当前这个美国大选出现僵
局的时刻出行，蓬佩奥遭遇尴尬是很自
然的事情。”袁征说。

11 月 16 日，法国 《费加罗报》 发

表文章指出，自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伊核协议后，美法关系已从昔日“亲密
友好”到“分歧不断”。分析指出，未
来两个月的时间里，欧美关系将进入一
段“尴尬期”。

蓬佩奥自己也被官司和丑闻缠身。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
国国防部新任高级顾问道格拉斯·麦格
雷戈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包括国务卿
蓬佩奥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高官接受了

“犹太人游说团体”的重金贿赂。不仅
如此，麦格雷戈还爆料，蓬佩奥直接

“伸手向沙特等国要钱”。此外，今年 8
月，蓬佩奥以国务卿身份出访以色列，
却在耶路撒冷录制了一段支持总统的演
讲视频。美国国会已对此启动调查，以
确定蓬佩奥此举是否违反联邦法律。而
此前蓬佩奥夫妇假借外交之名、利用公
款举办所谓“麦迪逊晚宴”拉拢金主一
事，同样还在国会调查之中。

目前，美国大选僵局依然未破，蓬
佩奥开启“例行访问”。正如法新社评
论，此次出访是蓬佩奥这只“跛脚鸭”
的告别之旅，此次访问或将变成一次没
有成果的“幻想之旅”。

上图：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
弗·米勒 17 日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宣布，
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人数将在明年 1
月中旬前分别缩减至约2500人。

新华社/美联

最近，美国政客又上演一幕
“胁迫式”反华独角戏。11 月 13
日，美国负责日本与韩国事务的
副国务卿马尔科·克纳佩在美国智
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活动上喊
话，煽动日韩在民族宗教、涉港
及涉台问题上反对中国。11 月 15
日，包括中日韩在内的 15 国共同
签署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
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政客这
番胁迫式喊话，被多国友好合作
的现实生生“打脸”。

这只是美国某些政客胁迫他
国“连续剧”中的一幕。前不
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打着“强
化地区安全，应对委内瑞拉威
胁”的旗号，四处拉拢和胁迫委
内瑞拉周边国家对委施压，大搞

“新门罗主义”，打造“美国人的美
洲”。此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鼓
噪重启伊朗制裁，要求安理会启动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某些政

客满世界搞“巡演”，威胁其盟友
在内的各国在各种问题上按美国
旨意行事，动辄以断绝合作、援
助、制裁相威胁，逼迫中小国家
选边站队，公然炒作意识形态对
立，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
亡”的“霸气”。

更可笑的是，美国不反躬自
省，反而把“胁迫他国”的帽子
扣到中国头上。此前不久，蓬佩
奥在访问印度、斯里兰卡、马尔
代夫、印尼、越南亚洲 5 国期间，
老调重弹“中国威胁”，威逼利诱
5 国加入“反华联盟”。然而，有
关国家并未呼应其言论，而是表
示，不会牺牲自身的独立、主权和
领土完整。

以中国“胁迫他国”为名，
胁迫他国反华，蓬佩奥的如意算
盘真是打错了。事实证明，美国
政客企图在亚洲国家制造分裂、
煽动对抗的不良居心，昭然若
揭；蓬佩奥厉声疾呼的“中国威
胁”“中国霸凌”等陈词滥调，已没有市场。

中国签署并积极履行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等国际
公约；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不
断加强国际反恐、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始终是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力量。

当前，美国正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下行、
种族矛盾等诸多问题。然而，美国政客不是想方设法保
障美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反而打着“美国优先”旗
号，以霸凌姿态插手其他国家内政，挑拨其他国家关
系，撕裂国际合作局势。美国已将自己置身于国际公理
和道义的对立面，最终只能炮制出一场场闹剧，失了大
国的体面，寒了盟友的心，坏了国际合作的规矩。

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抗
拒。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更要有大国的担当。面对
挑战，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团结而不是制造隔阂，推进合
作而不是挑起冲突。奉劝美国不要背时代潮流而行，做
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美国国务卿的“尴尬之旅”
本报记者 张 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4 日抵达巴黎，展开
为期 10 天的欧洲、中
东7国访问之旅。《世界
报》形容这是一场“告
别之旅”；《巴黎人报》
则直言不讳，称蓬佩奥
此行“尴尬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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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200万例法国：200万例
根据法国卫生部门1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法

国当天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例。法国卫生
部长韦朗当天表示，法国病毒传播已经开始减
缓，但全国医疗系统仍面临沉重负担。

上图：18 日，一名男子走过巴黎街头一处圣
诞装饰。

左图：18 日，在巴黎街头，一名店员在糕点
店橱窗整理展品。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11 月 17 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
森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
会谈。日澳在大框架上达成了《互惠
准入协定》。有外媒认为，这份协定
一经签署，将是日本自 1960 年签署
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第一份类似的
历史性防卫条约。

加强防务合作

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已经磋商了
6 年。该条约允许日本自卫队和澳大
利亚国防军互访，并在对方国家进行
训练和联合行动。共同社称，日本把澳
大利亚定位为“准同盟国”，希望通过

《互惠准入协定》加强两国防务合作。
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日澳两国由

于司法上的细节未达成一致，因此并
未签署该协定。不过，莫里森在联合
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在这项“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防务条约达成原则性协议
方面”，“迈出了特别的一大步”。

日媒分析称，迄今为止，日本和
澳大利亚之间的防务合作以日本海上
自卫队和澳大利亚海军、航空自卫队
及澳大利亚空军的训练为中心。如果
新协定生效，双方武装力量以共同训
练为目的进入对方国家时，不需要审
查，携带用于训练的武器和车辆等装
备的手续也会变得简单。同时，预计
在该协定中，拥有网络和电子战部队
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澳大利亚陆军的
人员交流会变得活跃。

增强战略主动

“日澳之前已经签署了自卫队和
澳军进行物资和劳务相互融通的《物
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版。双方希
望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不仅在
安全层面加强合作，也在地区防务等
方面相互协调，来应对他们共同认为
的所谓的地区安全威胁。”中国社科院日
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向本报分析称。

英国《卫报》指出，一旦《互惠
准入协定》 最终敲定并获得议会批
准，将标志着日本政府 60 年来首次
允许美国之外的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
行动。该协定将为日澳加强防务合作
和联合军演铺平道路。

有专家分析称，直至目前，日本
的军事盟国真正意义上只有美国，如
果日澳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澳大
利亚将成为第二个仅次于美国与日本
有共同防务的国家。

近来，日澳关系的显著升温。菅
义伟在上任之后选择莫里森作为第一
个通电话的外国领导人。10 月，澳
大利亚外长和防长先后到访东京，与
日本外务省、防卫省官员展开会晤。

“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日本正进
一步谋求与英国、印度、越南、印尼等国
在军事和政治层面的新合作，其中日澳
关系是提升最快的。这表明日本在外交
层面增强了战略主动性，是菅义伟上台
之后的一个突出表现。”吕耀东说。

威胁地区安全

《卫报》称，该协定可能成为日本
与其他国家未来协定的模板。不过，日
澳之间围绕这份协定依然存在分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澳政府
希望确保澳军人员若在日本犯下重罪
可以免于死刑，但日方不同意。该媒体
还转引前美国国防部东亚问题高级专
家肖夫的观点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实施的《日美地位协定》一直是东京
和华盛顿之间出现摩擦的根源之一。

“美军犯下的许多罪行中，嫌疑人在规
定时间内未移交，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
有移交。这导致日本民众产生了不满。”
这使得《互惠准入协定》在日本也具有
政治敏感性。

此外，关于《互惠准入协定》违
反“和平宪法”的问题在日本国内引
起不少争议。“自卫队的武器进入其
他国家，是否要受‘和平宪法’的限
制？如何在技术层面落实协定的具体
条款？自民党需要在内部并与其他党
派协调这些问题。”吕耀东说。

如果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其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负面影响显而
易见。“当前，在东亚地区，经济层面的
合作不断深化。但在安全层面，日澳一
贯渲染地区威胁论，拿南海问题做文
章。若这样一份涉及安保层面的协定
达成的话，反而将威胁东亚地区的共
同安全与和平稳定。”吕耀东说。

《互惠准入协定》基本达成一致

日澳“准同盟”关系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 严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