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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连带示好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普京得到的最大的运
气。”在2016美国大选结果刚刚出炉时，曾有美国学者
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这位俄罗斯总统不再被继续
孤立，而是将获得两国关系再次重启的机会。”

然而，特朗普和普京近来的一系列表态，让人有
些看不清美俄关系的未来。

外界最大的忧虑是这两天炒得火热的军备竞赛。
上周，在社交网站上发文呼吁美国扩大核武库之后，
特朗普在第二天接受美媒采访时再次“放炮”：“就让
这成为一场军备竞赛吧。”随后，美国铀生产商和核燃
料技术公司的股票应声上涨。

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数量可与美国一较高
下的核大国，俄罗斯方面的表态一如既往地强硬。“我
们需要加强战略核部队的军事能力。”普京指出，这是
明年俄罗斯的首要任务。同时，他还不忘秀一把“肌
肉”，称俄罗斯现在“比任何可能的侵略者都强”。

虽然一些理性的分析指出，特朗普和普京均未表
明美俄的核政策是否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但关于新一
轮全球核军备竞赛可能开启的担忧声早已甚嚣尘上。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甚至在今
年10月就指出，俄美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然开始。“新削
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虽然为两个大国的战略核力量
规定了数量上限，但对核力量的完善并未做任何限
制，也就是质量上的军备竞赛。”

竞争，似乎将继续成为美俄关系未来的主旋律。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特朗普和普京之间并非全是充
满火药味儿的对呛。特朗普本月 23日公布的一份普京
发来的节日贺信显示，普京期待在特朗普上任之后，
俄美两国能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采取切实步骤重
塑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对此，特朗普称，普京的想
法是正确的，同意这些关于改善美俄关系的提议。

竞争不如合作

分析普遍认为，特朗普和普京这次关于扩充核武

库的“隔空喊话”不是一时兴起。
“特朗普关于扩大美国核武库的表态并不奇怪，符

合其一贯的思维定式。”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作为“让美国再次强
大”的一种重要途径，特朗普有意在上任后扩大军费开
支，甚至扭转美国自冷战之后削减核武器的整体趋势。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华盛顿政治精英此
前对俄采取的又打又拉进而令其屈服的策略，已被足
够事实证明是失败的。而在美国国内经济颓势不断加
剧民众焦虑情绪的现状下，特朗普这次看似“大嘴”
的表态，实际体现的正是其所代表的草根阶层对精英
阶层的一种反叛。

对于普京来说，大秀军事实力一直是其展示强硬
风格的惯用套路。在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高
飞看来，这次也不例外。“在很大程度上，普京是一个
很强势的领导人，他就是要以此不断加强自己的实
力。”高飞对本报分析称。尤其是在俄罗斯国内经济同
样不景气的当下，普京更加需要凭借其一贯标榜的军
力，对外塑造大国形象，对内巩固领导地位。

“普京正寻求让俄罗斯重回全球影响力的前列，而
核武库仍是俄实力和威望的一个根源。”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注意到，普京是在苏联解体 25周年纪念日的前
三天做出表态，“这不太可能是巧合”。毕竟，俄罗斯
早已心知肚明，自己从来不在西方的“朋友圈”之
内，过硬的军事力量是自身安全和地位的重要保障。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美俄之间必然将有一轮新的军
备竞赛，进而让两国本就糟糕的关系雪上加霜？高飞分
析认为：“可能性相当小。自冷战以后，美俄两国早已认
识到，军备竞赛难以解决国际关系当中的具体问题。”

事实上，美俄关系缓和是目前拥有更多支持者的
一个选项，也是未来更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

在与俄罗斯经历了3年多的“寒冬”之后，美国国
内早有声音开始反思，认为从美国本身的战略利益来
看，美俄关系不必走到如今的紧张地步。美国学者马
修·罗詹斯基此前就在 《纽约时报》 刊文称，“与俄重
建对话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手段”，美国需
要采取一种与俄接触的方法，即从一大堆相互关联的
问题中求得合作与竞争的最佳平衡。

“目前看来，双方在打击IS等反恐问题、政治解决
叙利亚问题等方面有合作的空间。”袁征指出，这或将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推动美俄关系的缓解。

普京同样不会放弃这个难得机会。“对于特朗普上台，
俄罗斯也认为这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契机。”高飞说。

搁置而非解决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目前看来，双方
都有缓和意向，也有重建合作的契机，但如袁征所说，

“美俄之间的矛盾不是一两句话或一两件事能解决的。”
且不论此次特朗普与普京在扩充核武库问题上的

碰撞表态，美俄两国想要握手言和，中间还有重重关卡。
高飞指出，至少有三方面因素可能影响未来美俄

开展合作：一是美国国内依然存在的冷战思维，其直
接的外化表现就是不断加强、扩大北约，压缩俄罗斯
的战略空间；二是东欧国家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不信
任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他们的盟友美国的政策
选择；三是中东等地区冲突如果升级，导致美俄在此
利益产生冲突，或将加深双方嫌隙。

“俄美矛盾不会得到解决，只能搁置起来。”俄新
社称，虽然在特朗普日前交给五角大楼的备忘录里，
俄罗斯近5年来首次“缺席”美国国防需要优先解决的
问题之列，但俄罗斯得到的只是暂时的轻松感，“国家
面临的整体威胁水平不会因此下降”。

相似的观点占据主流。毕竟，美俄在美欧对俄经
济制裁、克里米亚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方面
存在的纠葛都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

“特朗普与普京都是行动与言语上的强硬派，很多
问题，美国如果不做出让步，俄罗斯也很难让步。”袁
征指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俄之间走近的脚步能
有多快，除了考虑双方意愿之外，还要看特朗普在接
下来的任期之内能有多少精力放在外交上。“我认为，
特朗普会将70%以上的精力用于解决美国国内税收、就
业、经济复苏、移民等问题。外交方面，不是应急或
是特别大的挑战，他可能不会投入太多精力。”

由此看来，接下来，美俄关系即使走向改善，变
幅也不会很大。

核赛核赛还是还是合作合作？？
美俄面临抉择

本报记者 严 瑜

美俄又要搞军备竞赛了？
日前，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称，美国必须大大

强化和扩展核能力，直到世界在核问题上变得理智。这被一
些外媒视为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之前炫耀武力的回应。
在此前与国防高官的会议中，普京称，加强核能力是2017年
俄罗斯的首要任务。

拥有核武器总数超过全世界90%以上的两个大国如此叫
板，让世界各国心惊。在奥巴马任内的最后几年，剑拔弩张是
美俄关系的常态。而在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时代，美俄将升级
对抗，还是握手言和？

数 字 天 下

7.6级

智利南部地区25日发生7.6级地震，相关机
构就此发布海啸警报。据智利大学地震服务局
消息，地震持续了约两分钟，震中位于艾森大
区梅林卡市西北方向 67公里处水域，震源深度
为 30公里。智利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主任里卡
多·托罗表示，此次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智利
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地震造成一些公路断裂。

300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4日表示，土方不会允
许在叙利亚北部出现一个新国家。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
布尔说：“我们绝不会允许建立此类国家。”他再
次呼吁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以保障土耳
其东南部边境省份的安全。

土耳其自今年8月下旬开始在叙利亚北部发
动代号为“幼发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日前又向
叙北部增派一支 300人的特种部队，以打击叙北
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武装目标。

12人

菲律宾南部北哥打巴托省一座教堂门前 24
日晚发生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12 人受
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菲律宾警方说，当天21时45分许，北哥打
巴托省米德萨亚普镇的一座教堂正在举行圣诞
弥撒，突然有人向聚集在门前的教众人群投掷
一枚手榴弹。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
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北哥打巴托省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
岛。今年9月2日，棉兰老岛达沃的一处夜市遭
炸弹袭击，造成14人死亡、70人受伤。警方说
达沃袭击事件系反政府武装“毛特组织”所为。

118人

马耳他警察局局长劳伦斯·丘塔亚尔 24 日
说，劫持利比亚客机的两名男子将在被捕后的
48小时内被起诉。

一架载有 118 人的利比亚客机 23 日遭劫持
后在马耳他国际机场降落，包括乘客和机组人
员在内的 116人不久后获释，两名劫机者投降。
据马耳他国家电视台报道，两名劫机者分别名
叫苏哈·穆萨和艾哈迈德·阿里，劫机时身上携
带有仿真手枪。

目前，两名劫机者已被羁押，正在接受审
讯。

（均据新华社电）

环 球 热 点

图为智利奇洛埃岛上的公路遭地震破坏。
新华社/法新

当地时间 12 月 25 日，俄罗斯国防部确
认，一架载有 92人的图－154飞机莫斯科时
间当天清晨在黑海失事，机上无人生还。机
上人员中包括俄军方著名的红旗歌舞团成
员和一些媒体记者。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
舞团成立于 1928年，曾是苏联红军歌舞团，
被公认为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
级别最高、最负盛名的军队歌舞艺术团体。

大图：日前，在俄罗斯莫斯科，人们
来到红旗歌舞团大楼前悼念空难遇难乘客。

小图：歌舞团的合影前摆放着悼念的
鲜花。 新华社/路透

俄民众悼念图俄民众悼念图--154154空难遇难者空难遇难者

日本内阁会议日前通过了总额97.45万
亿日元的2017年度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
连续5年飙升，备受外界关注。

连续五年飙升
据《日本经济新闻》消息，日本 2017 年

度预算案的防卫费（包括美军整编相关费
用）创历史新高，达 5.1251 万亿日元。比上
年度之初增加1.4%，连续5年保持增长。如
果算上列入2016年度第3次补充预算案，日
本防卫省所提出的项目基本都获得批准。

在 2017 年度最初预算中，自卫队的舰
艇和飞机等的修缮费明显上涨，购买装备产
品的财政支出也增加了 177 亿日元。据美
国之音消息，此次防卫预算，日本不仅将建
设西南警卫部队，还将建造一艘配有高性能
声纳系统的新型潜艇。此外，日本政府还重
视离岛防卫基地的装备强化工作，购买两栖
装甲车、F-35 隐形战机、新型空中加油机、
大型运输直升机等也列入预算。

不仅如此，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经费达到
2106 亿日元，与 2016 年度最初预算案相比
增加12%，也刷新了历史纪录。

安倍意图明显
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针对连续 5 年增

加预算解释称，“这是根据中期防卫力量整
备计划（简称中期防）制定的”。她同时表

示，在第三次补充预算案中大幅列入防卫
费，是“考虑到2016年日本面临的状况”。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连续增长防卫预
算是出于对周边安全局势的担忧。该媒体
指出，朝鲜在今年 1月和 9月进行核试验，
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范围几乎覆盖日本全
境。因此，强化导弹防御是包括日美韩合
作在内的“紧迫课题”。然而更多分析认
为，安倍此举另有图谋。“海洋安全环境受
到威胁”不过是安倍为了转移国内民众视
线而急于寻找的借口，其最终目的显然是
要使本国军队“走出国门”。

“日本增加防卫预算主要是为未来走向
全球和保卫盟国安全提供军费支持。”中国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
耀东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拥
有军队、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安保法的通
过让它有了发动战争的权利，现在增加防卫
力量则是为将来修改宪法之后日本成为有
国防军的国家做准备。”

扩军趋势不减
安倍扩充防卫预算，国内民众和国际舆

论指责不断。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晃
谴责称：“安倍政权的恶果将强加给民众，在
军扩路线上暴走必会通往穷途末路。”在日
文雅虎网站上，日本网民的留言几乎全是不
满。英国广播公司直言，为老龄化人口提供
服务的社保法案已经让日本经济不堪重负，
增加军事和海保费用只会继续加重债务。

自 2012 年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
在补充预算中列入巨额防卫费的倾向越来
越明显。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称，“不知道
今后（防卫费的）增加趋势会持续多久”。日
本政府内部担心，为了应对紧迫的东亚局
势，今后防卫费上涨会变得难以遏制。

“安倍最大的野心是通过修改宪法解禁
集体自卫权，把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因此，日本未来的防卫费还会持续走高。这
样必将增加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威胁亚
太地区安全。国际社会必须对背着枪走向
世界的日本保持高度警觉。”吕耀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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