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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朝鲜几乎每天一出“大

戏”，让世界的神经为了半岛不断

绷紧。与此同时，朝鲜邻国之一的

俄罗斯逐渐开始调高调门。

俄罗斯很不爽。从总统普京到

外长拉夫罗夫，他们的话语中处处

流露着对半岛紧张局势的不满，同

时也近乎直白地对美日韩和朝鲜各

打了 !"大板。

#"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时说：

“应该不要用任何军事行动来进行

恐吓。”这话虽未点名，但是人们

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美国在半岛附近

密集的军事部署，想到自 $月 #日

就开始的“秃鹫”、“关键决断”

等美韩联合军演，想到飞到半岛上

空的美军 %&!' 战略轰炸机编队、

%&'隐形战略轰炸机和 (&'' 隐形

战斗机。

当然，俄罗斯强调自己不会

“选边站”：既批评美日韩在朝鲜周

边的军演，也表明不会做出“与朝

鲜举行联合军演”的草率举动。

作为邻国，俄罗斯当然紧张。

普京非常直白地说：“这不是秘

密，我们很担心半岛局势升级，因

为我们是邻国。如果一些上帝不允

许的事真的发生，众所周知的切尔

诺贝利核事故看上去就会像是小孩

子读的童话。这是不是威胁？我认

为是。”

半岛如果真的失控，俄罗斯会

面临哪些威胁？朝鲜难民将向北涌

入中国与俄罗斯，这是难免的。战

争的威胁还有可能使俄远东因经济

萧条而锐减的人口进一步大量外

流。俄罗斯还得做好被不靠谱的朝

鲜导弹误伤的准备：)年前，朝鲜

向美国方向发射的导弹就曾落在俄

纳霍德卡经济区。另外，俄罗斯还

有一层不好明说的担忧：假若朝韩

开战，美国必然介入，而导弹是否

会误落俄罗斯境内是谁都说不准的

事。毕竟，有前车之鉴：在南斯拉

夫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导弹都曾

落到不应该落的地方。

俄罗斯在半岛问题上越来越高

调的言行，有非常正当的理由：保

护自己。不过，其背后却是提高自

身在本地区影响力、成功东进的雄

心。

在本轮半岛危机中，俄罗斯的

官员和专家都曾点名批评美国，称

其帮忙维持半岛的恐怖氛围甚至火

上浇油，目的是推动美国亚太军事

计划的落实。正如专家指出的，美

国要建立全球反导体系，包括欧

洲、本土和亚太。为了构建这一体

系，美国四处寻找理由。在欧洲他

们找到了伊朗，在亚洲他们选择了

朝鲜。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高调让俄罗

斯紧张。亚太地区现在正成为世界

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俄罗斯的

东进战略已经清晰可见。不过，'*

世纪 +* 年代初俄罗斯对朝鲜半岛

的政策、特别是与朝鲜关系的疏远

导致俄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减

弱。近年来，俄罗斯一直是解决半

岛问题的重要一员却并不显眼。如

今，俄罗斯显然开始努力重拾苏联

时代对朝鲜的影响力：早在 '***

年普京就成为第一位访朝的俄总

统；'*## 年，俄罗斯领导人多次

视察远东，俄海军还决定把从法国

采购的两艘直升机母舰部署在远东

地区。有着雄心壮志的俄罗斯，面

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咄咄逼

人，怎么可能按捺得住呢？

于是，为了那些可以言说和不

方便言说的利益，俄罗斯大声呼吁

各方，不要打“口水仗”，更不要

采取武力、威胁的手段，而应该为

平息事态付出努力。

俄为何
升高调门

叮 咚

世界经济“三速复苏”咋解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总裁拉加德日前在

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描绘了金融危机爆发 !

年后世界经济呈现的“三速复苏”格局。
拉加德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呈现“三速复苏”

的特征，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经济高速增长的
地区，美国、瑞士和瑞典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和
家庭资产负债表正在修复，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
家则面临银行业风险和政府高债务等难题。

拉加德表示，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前列，虽然去年
增长温和放缓，但目前又开始反弹，这些国家需要
巩固已取得的成就。

新兴国家政策制定者担心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
政策会影响汇率和资本流向，进而威胁金融稳定。
对此，拉加德表示，目前这些风险是可控的，但新
兴市场应注意公司借贷快速增长、汇率风险增加等
问题，如果发达国家撤离资本，利率再次升高，隐
藏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因此，拉加德提醒新兴市场国家加强银行业监
管，防止贷款过快扩张，巩固金融系统，并密切关
注外汇风险敞口。发达国家也应承担相应责任，继
续完善财政政策、修复金融业，以减小对宽松货币
政策的依赖。

刚刚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归来的拉加德还在问答
环节中表示，她注意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致力于改革
的决心，她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注意到资产泡
沫和地方债的风险，并做好了避免此类风险的准备。

拉加德表示，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美国经济
已经较快地实现了实质性进展，金融系统和家庭负
债情况得到修复，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都显示出
复苏迹象，经济增长受到私人部门强劲需求的支撑。

然而，拉加德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都
被解决了，最明显的问题是美国的公共财政仍然不
平衡，这为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她说，虽然美国避免了财政悬崖，但今年面临的
财政调整规模更大，政府自动减支计划如果不能适
当应对，可能会将美国经济增速拉低$%&个百
分点，这在失业率仍然居高的情况下
会对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自 '$$( 年以来，
美国财政赤字占
国内生产
总

值（)*+）的比例已降低了 &个百分点，尽管如此，
该比例仍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之一。预计今年美
国政府债务将达到 )*+的 ,$-.，如果不尽快调整，
这个水平是不可持续的。

拉加德表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这个阶段，
最重要的是推出一份缩小负债的中期路线图，一份
平衡的减赤计划将会提振美国私人部门需求的复苏，
这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必须予以解决，否
则可能失去已经取得的进展。

欧日复苏仍面临困难

拉加德认为，欧元区和日本距经济复苏还有一
段距离。

对于欧元区，拉加德表示，政策制定者们已经
取得了重要进步，包括推出欧洲稳定机制、直接货
币交易计划、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以及希腊救助方
案等，,/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意实施如此
重要的措施实属不易。

但她同时指出，欧元区政策制定者仍然任重道
远，特别是欧元区外围国家，很多银行仍然在修复
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资本不足、坏账较多等问题。
即使是欧元区核心国家的银行业，也需要缩小资产
负债表、减小对救助基金的依赖以及改善营业模式。

因此，欧元区国家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继续通过
资产重组、结构调整，或在必要时关闭一些银行以
改善银行系统。此外，欧元区需要一个真正的银行
业联盟以加强货币联盟的基础，这意味着建立一个
统一决策机构并推出以统一财政为背景的储蓄保险，
对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进行补充，这样货币政策才
能完全有效，金融稳定才能得到保证。

拉加德对日本上周推出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
予以肯定。她说，日本更需要依靠货币政策来重启经
济增长。然而，要实现增长，日本还需要合理的财政政
策，日本的公共债务目前已经接近 )*+ 的
'0&.，所以，日本政府最紧急的任务是制
定降低公共债务的中期清晰计划，
以及进行综合的结构改革。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杨琪）

当地时
间 ,月 +日，美

国国务卿克里结束了
对土耳其、以色列的访问，这

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三次中东之行。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连番访中东，世界开始热议，
奥巴马 '-"时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会有何改变。
《联合早报》网站文章认为，“与第一任期在埃及

发表与穆斯林世界‘亲善’的言辞不同，奥巴马首访
中东以‘倾听’为主，但从外交布局来看，奥巴马有
了更加务实与清晰的路线图。”

分析认为，从美国近期的外交行动上来看，奥巴
马的中东路线图，实际上是一幅“和解路线图”。,

月，克里访问土耳其和以色列，敦促土、以两国尽快
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月，克里访埃，提出了“进行
国内对话实现政治稳定”的口号，并承诺说服 ./(向
埃及提供贷款。此外，克里还多次访问巴以两国，呼
吁双方重启巴以和谈。

对此，《泰晤士报》分析称：“奥巴马及克里的
中东之行折射出美国中东战略的轮廓：在中东地区形
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格局，从而使美国在中东的困
境中脱身。”

“抛弃”中东，不现实

其实，美国从未离开中东，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抛
弃”中东。正如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文章所说：“没有人

会认为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意味着其驻扎在巴林的
第五舰队将会在不久之后随时开拔，美国需

要继续确保获得波斯湾石油，以维护
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

另一方面，《联合
早报》认为，“奥

巴马第一
任

期内，
改变了前总

统小布什‘霸权主
导’的中东政策，大幅度缩

减了对中东的战略投入。但巴以
冲突、叙利亚内战等问题，让奥巴
马背上了‘不作为’的骂名，奥巴马
在第二任期内必然要以‘维稳’外
交来对中东‘有所作为’。”

而目前中东的动荡局势让美
国离“维稳”目标甚远。最近在阿富
汗遇袭身亡的美国外交官和之前
的班加西事件让美国民众的“反恐
神经”再次绷紧。内外压力相加，奥
巴马政府如何能对中东坐视不理？

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美国
犹太选民和游说集团的强大政治
影响力。据统计，近几届美国政
府中，犹太裔美国人在参议院一
般会有十多个席位，众议院中也
有 #*.左右的席位。任何一位政
治人物要在美国政坛站住脚，都
不能无视他们的中东诉求。

回归中东，不可能

关注中东并不意味着美国会
将中东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石
油是美国关注中东的最大驱动力。
然而，随着页岩气革命的发展，
美国有望在 '*'*年成为世界最大
能源国。这意味着中东对于美国
的重要性正在不可避免地下降。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重要
性日益突显。奥巴马政府的所谓
“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
已经充分展示出对该地区的重视。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指出：“目前，经济问题是美国的核
心问题。财政赤字居高难下，经济回暖乏力，军费吃紧。
在白宫口袋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抽身中东，聚焦亚太，成
为美国的最优选择。”

不过，有专家指出，美国实现“亚太再平衡”需要
保持中东的相对稳定。“每次奥巴马政府试图转向亚

洲时，中东问题都将它拉了回来。”美国智库布
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曾

如此评论。或许美国关注中东的目
的是通过巧实力推动中东和

平进程，为其“亚太再
平衡”战略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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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东，不放松

图为 $月 '*

日，内塔尼亚胡

（右） 与奥巴马在耶路

撒冷出席联合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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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过 美
国电影《超级奶爸》
吗？电影中，反恐专家临时
肩负起“奶爸”重担，换尿布如同
换弹匣，令人捧腹。如今，这一幕已不再
仅仅是电影中的桥段。“超级奶爸”已成现实。

据美国皮克斯新闻近日报道，纽约战术保姆公
司正在招聘包括海豹突击队队员在内的退伍军人当
“超级奶爸”。该公司创办人乔纳森·吉列姆就曾是海
豹突击队的一员。

乔纳森说，这些退役军人经过严格训练和精心
挑选，替幼儿换尿布犹如替自动步枪迅速装上子弹
一样轻松自如。而且，在成为“超级奶爸”前，候选人
都必须通过一个完整的背景和军事纪录调查，以及
心理测验。育儿能力出类拔萃，再加上“安全系数”
高，“超级奶爸”令雇主们趋之若鹜。
“超级奶爸”现象背后，是男性育儿风潮的兴起。

事实上，在欧洲各国，男性育儿已不是什么新奇事
了。在街头总会见到五大三粗的奶爸胸前用布袋吊
着宝宝。不少欧洲国家，例如德国、法国和瑞典等，已
通过立法，允许准爸爸休产假。当好“奶爸”的同时还
能享受政府补贴，“奶爸”们当得不亦乐乎。
“奶爸热”带动了“奶爸经济”。欧洲不少厂商都

开
始 生 产
“奶爸”们喜欢
的深色婴儿车以及大
容量尿布背包。越来越多的家
庭产品也以“奶爸”为主打对象，并
启用“奶爸”作为广告主角。
“奶爸风潮”席卷欧美的同时，也刮向大洋彼

岸的韩国。'**)年，当尿布更换台出现在韩国男卫生
间时，许多人还表示费解。但如今，“爸爸育儿”观念
在韩国已深入人心。大街上，推婴儿车、抱孩子的大
多是爸爸们。连给宝宝喂饭、穿衣、换尿布都由韩国
爸爸们一手包办。可以说，韩国“奶爸”已经崛起。

一家生产婴儿车的韩国公司表示，过去每年都
会比赛选拔漂亮、聪明妈妈，从今年开始将同时选拔
帅气、温柔爸爸，来奖励表现突出的奶爸们。

“ 奶 爸
热”席卷全球，育儿
不再是女性的独角戏。
“家庭主夫”们挑起育儿重担，把
“奶爸”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传统的家
庭角色扮演正经历一场“大洗牌”。

中美共建友谊林
本报电（记者宋冰）日前，美

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率使馆官员前往
华彬庄园，同中国朋友一起共同在
“中美友谊林”植下松柏，祝愿中美
两国人民友谊永葆长青，并以实际
行动为改善北京环境贡献力量。

'*#$ 年迎来中美两国建交 $,

周年，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邦交
关系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此次骆家
辉等一行 )人，与中方领导在“中
美友谊林”挥锨培土，共建友谊林，
是对两国未来的合作与发展作出的
殷切祝愿。

, 月 ## 日，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纪

念枪击案遇难者的十

字架墓碑被设立在国

家广场上。

美国参议院新的

控枪法案当日涉险闯

过第一道“封锁线”，

成功阻止了共和党人

试图通过阻挠议事将

法案封杀于胎中的计

划，从而有机会正式

接受整体参议院审

议。

新华社记者
王轶欧摄

, 月 ## 日，为

期 $ 天的 '*#$ 年伊

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机

器人运动会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

的德米雷尔文化中心

举行。来自土耳其各

大学和高中的 #**多

支队伍参加项目展

示、竞技比赛和交流

讲座等活动。图为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技

术大学拍摄的参赛机

器人作品。

新华社记者
卢 哲摄

拉加德的视角

! 另类视角

“三速复苏”暗藏危机

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位于拉加德所描述的“高

速”增长版图，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组成全球的“中速”增长版图，欧元区

和日本则是拉加德眼中的增长“短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的一

篇文章警告说，新的金融失衡，可能为未来的危机播下种子。

当前，新兴经济体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呼吁改

革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发达国家则普遍需要

解决政府高债务、高失业率，以及不可持续

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问题。两大国

际金融组织的春季会议，将为

探讨如何解决这些挑战

提供重要的对话

平台。

蒋旭峰

新兴经济体需巩固增长

美需推财政减赤计划

./(总裁拉加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