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环球扫描

呼朋引伴 北约转型升级

据报道，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表示，
为应对复杂的世界局势，此次峰会将打造
一个更为强大的北约组织。除了加强成员
国之间的防御，拟建快速反应部队之外，
北约还将进一步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关系。

《澳洲日报》2日的报道称，澳大利亚
将在本次峰会上与北约建立历史性的伙伴
关系，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国防局能够更好
地了解北约的规划与决策。

“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当时保留北
约主要是基于三个目的：对付苏联人，

（在欧洲） 留住美国人，管住德国人。”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说。

然而，如今的北约早已不安于只做这
些事儿。近年来，北约逐渐突破原先集体
防御的单一功能，开始进行转型，不仅介
入阿富汗、利比亚等中亚、中东乱局，而
且在环太平洋地区积极寻求全球化伙伴关
系，吸引更多非欧洲国家。

“冷战后，北约主要呈现出三个趋势：
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东扩，其次是为应对
新世纪美国安全和欧洲安全多样化挑战而
实行的功能转变，第三是从欧洲走向全

球。”袁鹏说。显然，北约已经迈出传统防御
区，走得越来越远。

冷战的烟硝早已散尽，作为其产物的
北约，为何不但没有解散，反而显得越发
活跃？

单边乏力 美国寻求支援

北约在国际舞台频繁出镜，其背后暴
露的实际是美国在复杂形势下全球行动能
力逐渐下降的有心无力。

“随着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新兴经
济体纷纷崛起，美国的相对实力逐渐下
降，这使得美国在管控国际问题时已不再
像过去那样得心应手。”复旦大学国际问
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分析称。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始终
没有完全走出经济低迷的困境。受到国内
财政的影响，美国在未来几年内都将出现
强制性缩减军费的趋势，这无疑将大大降
低美国自身应对全球威胁的能力。

与此同时，全球安全问题在近年来呈
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俄罗斯
的崛起，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扩张，
使传统安全局势依然严峻。恐怖主义、网
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更

让美国腹背受敌，自顾不暇。
而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个泥

潭里摸爬滚打十余年后，美国也在消耗大
量军力的同时，得到了投入产出不相匹配
的教训，不愿再做一家赔钱的买卖。

“美国不再愿意进行单边主义的干预
行动，而更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
力，一起应对挑战。鉴于联合国的安全机
制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乌
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地区和全球危机时不能
发挥有效的作用，美国希望北约作为一种
军事和安全的机制，能够承担更多的责
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汪晓风说。

而美国与非大西洋地区国家积极构建
“全球伙伴关系”，其目的也是拉拢更多同
伴，与其共同承担“全球责任”，从而腾
出更多资源，在其他地方施展拳脚。

巩固关系 欧美各自得利

“北约的角色转变实际是符合美国的
全球战略的。目前看来，美欧在加强北约
方面立场还是比较坚决，双方都没有松动
北约的想法。”袁鹏认为，加强内部多方
面的团结将是北约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也

符合美欧双方的需求。
对于美国而言，奥巴马上任后做出

“重返亚太”的战略重心调整，这就更需
要北约在其战略真空地带发挥重要的弥补
作用。“美国的精力现在主要放在亚太再
平衡上，因此它希望北约能够在中东乱局
中发挥关键作用。之前在利比亚、叙利亚
争端中，就都是北约冲锋在前，美国幕后
领导。”袁鹏说。

据媒体报道，在此次北约峰会中，一
项核心议题就是提高北约成员国军费水平
问题。正如拉斯穆森所说，这正是让北约
各国作出一个共同承诺，即更多地投资于
安全和国防，并且拿出兑现承诺的实际行
动。

而对于一直想要摆脱美国控制的欧洲
国家来说，北约地位的提高同样不失为一
件乐享其成的好事。“作为北约的主要成
员，欧洲国家也希望能够在欧洲地区安全
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减少对美国的绝对
依赖，争取摆脱美国的控制。”汪晓风说。

袁鹏也认为：“尤其是对于一直希望
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法国，也希望在美国离
开中东后，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因此，
至少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北约依
然很上心。”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北约峰会于当地时间9月4

日至5日在英国威尔士召开。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表示将

采取“战备行动计划”应对复杂局势。值得注意的是，此

次峰会是近25年来北约及其盟友的最大峰会。除了28个

北约成员国以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北约

的伙伴国也纷纷到场，就乌克兰局势等时下焦点议题出谋

划策。

读书时，学院一教授
讲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时
持 有 一 论 ： 越 是 “ 一 根
筋”的人越有魅力。

细 数 看 过 的 文 艺 作
品，确有些道理。《阿甘正
传》 中“甘”的执著让人
心生佩服，《士兵突击》 里
许三多也给人印象深刻，

《有话好好说》 中姜文扮演
的那个角色的怪论“这不
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一
根手指的事儿”让人忍俊
不禁。

现在回想起来，对此
说又有些异议。“一根筋”
人物的魅力，源自其所做
之事于人无害，正义，正
面。如若在错误道路上一
路狂奔，效果自当别论。

拿现实中人物对号入
座，安倍应该算是“一根
筋”似的人物。媒体评论
给他的评价就是“一路向
右”。

本周日本政坛最大的
看点就是安倍换阁。除了
主要阁僚留任，其余 12 人
均 为 新 人 ， 且 大 多 为

“右”。比如新任防卫大臣
江渡聪德、总务大臣高市
早苗、绑架问题担当大臣
山谷惠理子等阁僚不仅主
张参拜靖国神社并亲身践
行，还在慰安妇、教科书
等敏感问题上与安倍“意
气相投”。

有人说，安倍行为举止师从小泉纯一郎。
此论确实公允。而小泉就是著名的“一根筋”
式人物。从2001年小泉出任日本首相以来，“历
史问题”就迅速成为日本和亚洲受害国家之间
的重大争议。

无论是日本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日本政
治家不时冒出的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论，还是在
慰安妇问题上的肆意狡辩，以及在历史教科书
问题上的“避重就轻”，近十多年来，“历史问
题”常常是东亚政治紧张的重要根源之一。

日式“一根筋”的危害在于，患有这个病
症的人，无法换位思考，无法将心比心，无法
遵从国际规则，也无法从宏观角度全面分析问
题。若换作普通人，也就罢了，毕竟影响有
限，怎奈日本政坛患病最深者，往往是握有权
柄的首相。

安倍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已经公开将国
际社会视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行为为罪行和灾难
的“原罪论”，实质性地转向二战前和二战中

“日本皇军”和“战争狂人”的行为是“殉国”
的“爱国论”。

第二个任期至此，安倍政府已经将日本的
历史修政主义推到了顶峰。有人说，安倍和日
本右翼就是想要让日本人的精神和意志从二战
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日本能够重新振作以
实现“日本回来了”的梦想。

但若为了这梦想不惜为侵略历史涂脂抹
粉，不惜用“积极的和平主义”充当扩军备战
的幌子，不断地伤害与亚洲邻国的感情，不断
地挑战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实在对日本无
益，反而必然会“一根筋”地引导日本走向新
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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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服除了传统的手洗和机洗方法之外，其他的
招式你听说过吗？加点奇思妙想，洗衣服也能成为一
件充满乐趣的事情。

据报道，一位华裔留学生就发明了一款可以边打
游戏边洗衣服的“街机游戏洗衣机”。

机器的框架来自普通的街机游戏机，而下半部分
经过改造后成了一个前置洗衣机。玩家在打游戏的时
候，实际上也就是在半自动地洗着衣服。如果在游戏
中途败下阵来，洗衣机就会停止运行，需要投币继续
游戏才能重新清洗衣物。

这种洗衣机似乎更加适合大学男生宿舍。要想衣
服洗得好，可得游戏打得好，这对男生们来说也算得
上是一个挑战。

不知道是不是嫌传统的洗衣方式太无聊，设计师
们真没少在增加洗衣服的趣味性上下功夫。

设计师曼努埃尔·梅伦德雷兹发明了一款相当有
趣的洗衣机，它就像一个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弹力球，
通过弹跳运动来获取能量，产生蒸汽将衣物上的污渍
分解，并利用内置的电极化球体吸收污垢，最后将衣
物烘干并熨烫整齐。使用时用户只需拉下弹力球状洗
衣机，将少量衣物放入，并在机器下通风口的位置旋
转把柄，它就会开心地上下跳动着工作。

洗衣服不仅可以和休闲娱乐结合起来，还能与运
动合二为一。

有设计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意，设计出一款通
过骑自行车的方式提供动力的人力滚筒洗衣机。这款
设备名叫 Bike Washing Machine，它采用了自行车的
造型，并且在主体内部设计了滚筒洗衣空间。把脏衣
服和水注入到滚筒里，然后坐在上面开始骑行就可以
带动滚筒进行“人力洗衣”了。

另外，设计师还在顶端专门设计了手机或平板电
脑的支架，我们可以边看电影边锻炼边洗衣服，健身
娱乐做家务三不耽误。

融入了新概念的洗衣机有趣而实用。相信随着更
多新奇发明的出现，干家务活儿不仅不费劲儿，还会
充满无限的欢乐。

百变洗衣趣味多
张 晶

百变洗衣趣味多
张 晶

美国国防部 9 月 2 日证实，美军 1 日深夜对宗教极
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营地发动空袭，目标是“铲除”该
组织头目艾哈迈德·阿卜迪·古丹。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当
天在记者会上说，美军派出战斗机和无人机执行空袭任
务，但行动评估结果尚未出炉。

涉足非洲 表态反恐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频繁地在非洲反恐问题上刷
“存在感”：

8月12日，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为支持法国
打击北非恐怖主义，美国总统奥巴马拨出 1000 万美元
相助。

除了支持盟友，美国还会“亲力亲为”。据美国
《国防新闻周刊》 8月 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欲将近 700
万美元的经费转用到对非情报行动上，以对抗该地区频
频制造暴力事件的恐怖组织。据一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
员称，白宫对“基地”组织的打击行动将扩展到整个撒
哈拉地区。

美非峰会后，奥巴马在 8 月 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未来3至5年，美国每年将投入1.1亿美元帮助非洲

国家发展维和力量。美国先期将向加纳、马里、尼日
尔、尼日利亚等6个国家投入6500万美元，帮助它们建
设“强有力的职业化安全部队”。

展现强势 表明立场

最近ISIS让美国忙得焦头烂额，为什么美国此时还
要拿出精力在非洲反恐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李群英教授表示：“很
多国家都有‘基地’组织的分支，一时难以全部消灭。于是
美国采取了‘能消灭哪个就先消灭哪个’的策略。”

美国这种捏软柿子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表明强硬的
姿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认为：“反
恐是美国的一个国策，目前对中东问题美国势必会采取
行动，在非洲这些地区则更多的是显示其姿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汪晓风也表示了
同样的看法：“对索马里青年党的反恐行动并不是美国
外交的重点，这与奥巴马面对的国内压力有关。近日奥
巴马的软弱立场在国际国内都被广泛质疑，所以对索马
里青年党采取行动是他表明立场或者姿态的行为。”

还有分析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打击时刻的选择还

有另外的意义。于铁军说道：“这次打击与‘9·11’纪
念日有很大关系，在时间上也很契合。此外还可以为其
11月的中期选举造势，显示奥巴马的决心。”

既为安全 也为政治

在谈到美国未来在非洲的反恐格局时，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地区合作室主任祝鸣表示：“非洲国家在打击
恐怖主义方面是冲在最前面的，而美国只是在后面出钱
出武器或者进行训练，所以美国在非洲反恐问题上采取
的不是单边主义的而是多边主义的原则。”

汪晓风也认为：“目前奥巴马已经步入第二任期的
尾声，未来需要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不管是乌克兰问
题还是恐怖主义的问题都要有所表示。奥巴马想要为自
己的总统任期做一个收篇，要让美国沿着他指定的路线
去恢复实力，重建领导力，但是也不要犯以前的错误，
陷入类似阿富汗、伊拉克等问题的泥潭中。”

由此看来，出于安全及政治作秀的需要，未来美国
将持续对非洲极端组织进行打击，但是美国不再希望走
在非洲反恐的第一线，而是希望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责
任，既希望美国继续领导，又不希望责任扩大化。

美国去非洲反恐另有盘算
张奕璞

9月4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举行的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由美国导演阿贝尔·费拉拉执导
的《帕索里尼》举办首映礼。

上图为《帕索里尼》导演阿贝尔·费拉拉 （左四）、男演员威廉·达福 （右五） 亮相首映式红毯。
右图为意大利女星克里斯蒂安娜·卡波通迪在电影节上 （左一）。

新华社记者 许逆之摄

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帕索里尼帕索里尼》》首映式众星璀璨首映式众星璀璨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太平洋游戏网太平洋游戏网

9月4日，在英国威尔士纽波特市，（从左至右） 法国总统奥朗德、乌克兰
总统波罗申科、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
总理伦齐开会讨论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 法新）

冷战后冷战后，，北约为北约为何频抢镜何频抢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