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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于 8 月 21 日访问
土耳其。如果成行，这将是土耳其上月发生未遂军事政
变后首位访土的级别最高的西方国家官员。在此之前，
土耳其外交部长曾威胁土耳其要退出北约，土耳其与西
方国家的关系一度面临崩盘的危险。

威胁北约 土俄走近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10日接受该国安纳多卢通讯

社采访时表示，若北约不再提供必要支持，土耳其或“考虑
退出北约”。恰武什奥卢表示，欧盟内部充满了“反土耳其
的情绪和对总统埃尔多安的敌意”。土外长还强调，如果
西方“失去”土耳其，是因为它自己犯下的错。

面对土耳其的威胁，北约并不愿意失去土耳其这个
盟友。在北约发表的声明中，北约认为“土耳其的北约
盟国地位无可置疑”。在未遂政变后，声明称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与土耳其外交部长和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

交谈。斯托尔滕贝格强烈谴责政变，对土耳其民选政府
表示了支持，“北约期待土耳其的持续贡献”。

8月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会见普
京。这是两国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后首次举行
首脑会面。除此之外，一个土耳其代表团正在俄罗斯商
议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协调行动和其他双边合作。处于欧
亚大陆交界处的土耳其正在调整其与东西方的关系。

不满西方 向东试探
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土耳其不断发表对西方不满

的信号。埃尔多安日前说：“西方在支持恐怖主义，他们与
政变者为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许勤华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威胁退出北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次未遂政变中，没能得到欧盟国家的支持。”

威胁的背后是土耳其与西方国家长期积累的矛盾。
俄罗斯《报纸报》10日援引恰武什奥卢的消息透露：“迄
今为止，土耳其一直希望与北约各国合作。但我们对结
果并不满意。”一直寻求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并未能获得
欧盟国家的足够善意。许勤华表示：“欧洲因为文明差异

对土耳其存在排斥，此次政变是导火索，给土耳其一个
契机表达出一直在积累的情绪。”

为了平衡与东西方的关系，土耳其正在谋求与俄罗
斯改善关系。俄罗斯新生国家国际研究所专家斯坦尼斯
拉夫·塔拉索夫说：“在经历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很快
与长期不睦的俄罗斯拉近了关系。埃尔多安有意识地从
战术考量出发向美国挑衅，打‘东方牌’。土耳其在努力
改变地缘政治方针。”威胁退出北约也是与俄罗斯改善关
系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以退为进 谋求融入
尽管愤懑不已，但“土耳其入欧的战略并不会轻易

改变，北约也不会轻易退出。”中国人民大学中东非洲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崔守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北约对于土耳其的重要地位不可替代。伦敦智库查
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法蒂·哈库拉说：“俄罗斯无法替代

美国和北约。土耳其3/4的直接投资来自欧美，军队也与
北约有着紧密联系。”针对土耳其与北约的未来，许勤华
认为土耳其并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和战略空间做出改
变，“威胁退出北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后还是希望
能进一步融入欧洲”。

虽然战略上“向西看”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
土耳其在具体问题上可能会有更为灵活的政策。美国

《新闻周刊》网站指出，土耳其希望获得叙利亚北部边界
地带的势力范围，以防控库尔德武装。而俄罗斯对于阿
萨德政权的支持，有利于控制库尔德武装的发展。据

《每日邮报》报道，土耳其外长表示希望和俄罗斯合作采
取联合军事行动，打击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土耳其要寻
找一个突破口，要平衡原有的处于劣势的状态。”许勤华
表示。

◎焦点：
如何把握南海问题处理节奏

据悉，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十三次高官
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和东盟各国外交部高官
将悉数出席。在此之前，还背靠背举行了落实 《宣言》
第十八次联合工作组会。

2002 年 11 月，中国和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
柬埔寨金边签署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作为中国与东
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宣言》 在
保持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增进中国与东盟互信等方面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重
点：一是南海的具体争议，应由中国和直接当事方通过
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解决；二是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应
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域外国家无权肆意干
涉；三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要通过务实合作推动南海
问题逐步并最终解决。”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王晓
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作为南海仲裁案后的第一次高官会，此次会议无疑
将吸引众多目光。中国和东盟能否排除美日等域外大国
介入争端产生的杂音和影响，共同把握处理南海问题的
节奏，成为此次高官会的焦点。

分析认为，会上，在岛礁领土问题、海洋划界问题
等高敏感领域问题之外，中国与东盟能否在渔业、海难
救助、打击海盗、海上自然灾害防治等低敏感领域问题
上取得更多的合作成果，也是外界关注并期待的重要内
容。

◎态度：
理解中国就仲裁结果的立场

此前，由美日等个别国家一手操纵的南海仲裁案闹
得纷纷扰扰。对于这种搅局，东盟国家如何看？本次高
官会上，围绕南海争议，东盟国家又将持何态度？外界
关注的目光紧盯会场。

“此次高官会，整体上东盟国家将与中国相向而
行，能够站在维护地区局面和平稳定的大局看待目前的
南海问题。”王晓鹏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南海
问题上的主张与立场站得更高、望得更远，另一方面也
是因为中国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为相关国家在南海
提供了越来越多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有效
地维护了南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事实上，东盟国家在南海仲裁案闹剧之后的表现，
已经清晰地表明它们的态度。仲裁结果出炉之后，东盟
外长会议在7月25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并未如美日等
国所愿提及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结果。此后，东盟还与中
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
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以及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对此，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刊文指出，东盟率先
保持克制，“可能令那些曾敦促东盟对中国采取更强
硬、更咄咄逼人的一致立场的人士感到意外”，人们在
裁决后所看到的也许是表明中国与东盟正在就南海问题
形成共识的迹象。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不是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不应该让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
所谓南海仲裁案影响和损害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健康发
展，这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呼声。如分析所言，作为

“南海利益攸关方”，东盟是南海仲裁案的最大输家，因
为它们不仅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实质好处，反而会面临内
部团结受损的威胁。

“绝大部分东盟国家都理解中国对所谓的南海仲裁
案结果的立场。”王晓鹏指出，这既是因为在 《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中就写明，相关争议应该由直接当事方通
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是中国与东盟已经达成的
普遍共识，也是因为中国与东盟在海洋划界、共同开发
等问题上都曾有成功案例，例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
菲曾在海洋石油开发问题上达成共识等。“这些共识累
加起来，使得东盟对于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所
做的努力是肯定的。”王晓鹏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翔也向记者表示，
中国与东盟能够找到共同点，在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些基
本原则上已有共识。

◎趋势：
拒绝干涉与合作发展是主轴

如今，美日在南海问题上依然蠢蠢欲动，美国继续挑
唆个别争端国向中国施压，日本在近期更是异常活跃，试
图通过所谓的穿梭外交，使东海、南海问题产生联动，甚
至欲把南海问题当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突破口和试验
田。然而，这些“挑拨离间”的伎俩终究难以如愿得逞。

“域外大国的插手，可能导致南海域内个别争端国
在搅乱地区局势方面做一些尝试，从而给此次会议带来
一些杂音。”王晓鹏分析认为，但这不会影响中国与东
盟就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周边和平稳定而共同努力
的大局。“双方对于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深
入落实双轨思路是有普遍共识的。双方也都认同通过对
话管控矛盾、通过合作达成共识。”

孰是孰非，东盟国家心中自有明镜。尤其是作为利
益攸关方，东盟国家更加深知，一个被搅成浑水的乱局只
会有损自身利益，不利于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与发展。

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曾刊文指出，所谓南海仲
裁结果无法解决争端，反而可能使相关各方采取更为强
硬的立场，增加发生地区冲突的风险。

“东盟不希望美国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干涉插
手，因为它们知道，一旦域外大国插手导致地区冲突，
它们就是牺牲品。”梁云翔说。

如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所言，用体现在《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中的管控南海争端的多边方式，以及仍在磋商
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依然是避免南海问题升级的最可行
的中期手段，这一点仍是东盟与中国的共识。

更重要的是，如分析所称，南海问题只是中国与东盟
双方关系的一个局部，合作才是双方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根据东盟一体化建设规划，从 2015 年到 2025 年，
东盟将完成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
同体建设三大目标。对于东盟来说，合作与发展才是实
现一体化的主轴。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
倡议成立的亚投行，都将在海上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
设等多个方面满足东盟的切实需要。

排除杂音，东盟与中国相向而行东盟与中国相向而行

8月16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第十三次高官会将在内蒙古举
行。会上，中国将与东盟国家根据中
国和东盟国家外长共同发表的全面有
效落实《宣言》联合声明精神，继续
就落实《宣言》和推动“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有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对
于此前美日等域外大国借所谓南海仲
裁案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挑拨离
间”，绝大部分东盟国家并不买账。
南海争议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东盟
国家正与中国相向而行，支持双边对
话，拒绝外来干预。

本报记者 严 瑜

图为7月25日，中国和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在老挝万象举行会晤并发布联合声明。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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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虚拟现实 （VR），想
必很多人对其带来的新奇娱乐
体验已不陌生，然而VR技术的
应用潜力远远不止于此。当虚
拟现实与医疗保健结合，饱受
病痛折磨的患者将会受益无穷。

当上帝用终身瘫痪同我们
开命运的玩笑时，虚拟现实为
人们带来一线希望。近日，英
国 《科学报告》 杂志发布的一
份研究报告显示，通过虚拟现
实 训 练 及 脑 部 控 制 机 器 人 科
学，一些因脊髓损伤而长久瘫
痪的患者在移动和感知上取得
突破。

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者沉
浸在虚拟现实环境中，使用由
大脑控制的机械外骨架帮助还
原下半身运动。参加研究的8名
患者中，有7位是脊髓以下完全
瘫痪的，然而在为期 12 个月的
康复训练之后，所有患者的自
发肌肉功能都有所恢复，并且
对触觉和疼痛都有了感受。另
外，病人的膀胱和肠道控制能
力也有所恢复，心血管机能也
有所增强。其中，4名之前被诊
断为完全瘫痪的病人现已“升
级”为不完全性截瘫。

除了给患者的康复生活带
来福利，虚拟现实也为医生工

作打开方便之门。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
道，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山的著名疝气专家希
尔林·特菲博士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直播疝气手术。虚
拟现实完美展现出一个真实的手术场景，给观众带
来身临其境之感。用VR技术直播手术操作过程将改
变外科教育形态，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医疗手术信息
的互联共享。

此外，外科医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装备从多个
角度近距离观察病灶，深入了解情况，确定潜在风
险，为复杂高危的手术做充分准备。

虚拟现实也为心理治疗开创全新局面。今年 4
月，德意志银行发布最新VR报告表示，医生和治疗
师们正尝试通过创建个性化的虚拟现实情境来治疗
心理疾病，例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学院就推
出了一种虚拟现实疗法，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
碍，而伦敦某公司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治疗恐惧
症。由于技术限制，传统的治疗恐惧症的暴露疗法
在操作上时常存在障碍，并可能会因为操作的不可
控制使病患精神崩溃。通过VR技术，这样的困难能
够得到大大改观。VR暴露疗法将利用头戴式显示器
等设备为病患创造一个高度仿真的世界，且医生可
以根据病患的情况随时调整环境的恐怖程度，有时
医生还可与病人共同沉浸在VR世界中，通过与自身
情况的对比给病人对症下药。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虚拟现实在医疗领
域的应用前景无限。

8月 14日，近 5000名韩国民众在首尔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反对韩国政府决定部署“萨德”
系统。图为当天韩国民众在集会上高举标语反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韩国民众集会反对部署“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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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据无国界医生组织消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
多国联军13日空袭也门萨达省一所学校，造成10
名学生死亡、28人受伤。

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死伤
学生年龄为8至15岁不等。

据当地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13日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对包括也门
首都萨那在内的北部地区发动了100多次空袭。

5.9级

俄罗斯远东地区萨哈林岛14日发生5.9级地

震，目前当地尚未有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的报告。俄紧急情况部发布的公报显示，此次
地震的震中位于萨哈林岛中部城市亚历山德罗
夫斯克以南62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公里。

45人

刚果 （金） 官员 14日说，该国东部的一个
村庄 13日晚遭到乌干达反政府武装袭击，造成
至少45人死亡。

去年以来，位于刚果 （金） 东部的北基伍
省就有数千名普通民众遭到乌干达反政府武装
杀害。

（均据新华社电）

威胁退出北约

土耳其的醉翁之意之意

图为利用虚拟现实设备治疗恐惧症。来源：搜狐新闻

图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图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郭维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