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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萨德”急访韩
据韩联社报道，2 月 2 日至 3 日，美

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对韩国进
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韩美国防部长在
会谈中，就两国将共同推进于年内如期
部署和启动驻韩美军“萨德”系统达成
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在美国新政府时
期，双方持续加强和发展韩美同盟尤为
重要。

此外，双方还决定今年3月大办两场
军演，航母、轰炸机等美军战略核武器
都有可能参演。报道称，这是马蒂斯上
任美国防长后首次出访海外。韩国代理
总统黄教安对此表示，马蒂斯上任后将
韩国选为首个出访地，这向外界传递韩
美同盟很重要、发展前景可观的信息。

对于马蒂斯此次访韩，英国广播公
司分析道，奥巴马政府对于朝鲜核武器
发展的限制已完全失败，但是特朗普政
府对朝鲜核武器发展的应对态度依然未
知。同时，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朝鲜半岛又到
了一个不得不高度关注的时期”。

另外，韩国 《中央日报》 发表社论
称，美韩先发制人打击朝鲜，其本身将
会激化韩半岛的矛盾。若特朗普政府向
韩国政府要求商讨朝鲜核问题，并因此
改变作战计划，处于韩美两国联合防卫
体制中的韩国将站在选择的岔路口上。
评论还称，为了配合马蒂斯的访韩日

程，韩美两国正在提高对朝军事施压水
平。

日本未获定心丸
日本朝日新闻网报道称，马蒂斯3日

到达日本后，日本首相安倍、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外相岸田文雄和防相稻田
朋美都与他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日
美如何分摊防卫费用成为最大的关注焦
点。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在接受采访时
说，以往美国新任防长首次出访以日本
居多，但也有以欧洲或者澳大利亚为首
站的情况。这次，马蒂斯第一次外访选
择韩日，释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即
表明特朗普政府要加强同日韩的军事合
作。

有分析认为，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
统以来，日方一直为巩固美日同盟关系
而努力着。但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的一系列动作，似乎让日本捏了一把
汗。作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首位访日阁
僚，马蒂斯在此时期访日似乎给日本吃
了一颗定心丸。

然而，在谈到军费问题时，美日的
意见再次出现分裂。据日本共同网报
道，马蒂斯在与安倍会谈时，虽未直接
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军费，但表示“日美
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增强防卫能力”。安倍
当场回应马蒂斯要求，称“日本会进一
步强化防卫能力，谋求扩大自身能扮演

的角色”，但安倍并未明确答应会承担更
多军费。

不过，日本依然对美充满期待。日
媒称，日方正在积极准备安倍晋三本月
10 日访问美国事宜。届时，安倍将与特
朗普举行后者就任后的首次两国领导人
会谈。

东亚战略初显？
在外界看来，马蒂斯选择在此时期

出访韩日另有深意。有分析认为，特朗
普就任后，在国内面临诸多重要政策议
题。他在一定时间内首先要重组、整合
国内高层政治与官僚体制，完成“政令
畅通”的基本目标，才能真正实施其对
外政策。在此之前，在东亚政策方面，
其首先要与韩日等盟国“对表”，沟通相
互需求并达到一致或妥协，以进一步论
证今后中长期计划。因此，马蒂斯此次
访问有较强的试探、接触和沟通意味。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
家刁大明分析指出，马蒂斯此次出访，
实际上延续了奥巴马政权的亚太战略，
意在巩固亚太盟友。马蒂斯本人的冷战
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使他有动力和动
机，去强化亚太战略、加大对中国施
压，并且这种延续和强化还会被更多鹰
派表现出来。

然而，刚上任便迫不及待地访问韩
日，说明了特朗普政府暗地里打着自己
的小算盘。“‘重返亚太’可能不再提，

但特朗普有自己的亚太战略。”刁大明指
出，在特朗普的亚太战略下，韩日可能
会在亚太分担更多美国的安全责任，具
体表现为在南海搅局、在东南亚地区挑
拨离间等，可能导致中国周边问题复杂
化。

另有分析认为，在大选后，特朗普
的核心安全团队多次表示，朝核问题是
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甚至称美
韩同盟为美国亚太同盟的核心。对于美
日同盟，马蒂斯在访日中明确了对日本
管理下所有领土的防卫承诺。这说明美
国新政府在维护亚洲同盟问题上正在延
续而不是改变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但不
同的是，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是更加全面
的再平衡战略。除加强军事同盟外，还
强调与东盟的制度和经贸合作。而特朗
普上任立即宣布退出TPP，这说明美国新
政府的亚太战略暂时只是在关键的军事
安全方面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目前，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尚需
观察，因为这不仅会受到美国内部力量
的牵制，还取决于中美在重大战略和安
全问题上的互动。此前，特朗普本人在
大选前后多次表达对亚太问题的观点，
这些政策倾向都会在美国国会内部面临
较大的立法阻力，实际出台的政策方向
和强度都难以判断。

图为 2月 4日，日本东京，美国国防
部长马蒂斯 （左） 与日本防卫大臣稻田
朋美在会谈前握手。来源：新华社/美联

据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近
日赢得下议院授权启动“退欧”谈判。但有人警告，即
将展开的“退欧”谈判可能成为一场外交“拳击”。

白皮书法案通过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称，英国下议院以 498 票支
持、11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 《英国退出欧盟与
欧盟建立新伙伴关系白皮书》法案，这意味着英国向正
式“脱欧”又迈近一步。英国外交部长约翰逊因此表
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投票，两大党在“脱欧”议题上
逐渐走向“亲密”，为英国的“脱欧”谈判扫清障碍。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白皮书详尽阐释了“硬脱
欧”的路径与规划，明确了英国与欧盟“脱欧”谈判的
12个战略目标，包括退出共同市场、脱离欧洲法院的管
辖、限制移民、与欧盟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议等。

英国最高法院此前裁定英国启动“退欧”程序需要
获得议会上下两院的同意。据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
这一方案将进入“三读”程序，之后交由上议院讨论通
过。根据梅的计划，英国将于3月底前启动《里斯本条
约》第50条，正式与欧盟展开“脱欧”谈判。

欲消除不确定性

路透社称，自去年6月“脱欧”公投后就任首相以

来，特雷莎·梅一直拒绝明确陈述其“脱欧”计划。英
国许多议员表示，希望特雷莎·梅能用一份正式的“白
皮书”呈现她的脱欧计划，作为未来立法的基础。

美联社分析，英国政府希望这份白皮书能消除不确
定性、平息反对派的不满情绪。

然而，这份白皮书仍遭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工
党影子内阁“脱欧”事务大臣基尔·斯塔默形容这份

“脱欧”方案为“一份愿望清单、而非行动方案”。他抱
怨该白皮书的公布日期太迟，以至于工党来不及对其进
行详细评估，并提出改进意见。

美联社则称，这一方案没有具体阐述英国期待实行
怎样的贸易和关税机制,也没有详细交代移民管控措施。

“硬脱欧”影响深远

“英镑明显非常易受‘硬脱欧’忧虑影响，”荷兰合
作银行外汇策略师简·福利称。据路透社报道，自去年
公投以来，英镑兑美元已经累计下跌近20%，兑欧元累
计下跌近14%。

从长期来看，“硬脱欧”将会给英国经济造成一定
的影响。英国央行2日发布报告，将2017年经济增长预
期上调至2%。“该较强劲的预测并不意味着公投没有任
何后果。”英国央行总裁卡尼随后表示，“脱欧”将拖累
英国经济，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晓通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也表示，英国脱欧最大的挑战在经济方面。
按照这一“硬脱欧”方案，英国想要退出共同市场，谋
求与欧盟建立新的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将异常困难。

“必须看到的是，尽管‘脱欧’谈判过程异常艰
难，但是英国“脱欧”的方向是不会倒退的。”张晓通
表示，一方面“脱欧”后的英国将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
色，凭借其外交的自主性，在欧洲乃至国际事务中发挥
制衡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北约框架下，英国还将继续
与欧盟、美国合作，成为美欧、中美等之间沟通的桥
梁。

60公里

拉脱维亚国家边防局4日说，目前正在与俄罗斯接
壤地带修建一道2.7米高的隔离墙，以防止偷渡。

拉国家边防局新闻秘书叶甫盖尼娅·波兹尼亚克
说，目前拉脱维亚在拉俄边界已经修建起一段23公里
长的隔离墙，拉政府决定再拨款630万欧元，用于修建
边境隔离设施，其中包括将隔离墙延长60公里。

拉俄边界总长为276公里，其中193公里地段无天
然屏障。拉脱维亚修建隔离墙的工作于2015年开始，
计划于2019年前结束，预计工程总耗资1700万欧元。

42人

阿富汗多地近日遭遇大雪、极寒天气，已造成至
少4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被冻伤，大雪天气还导致多
处道路交通中断。据报道，阿北部巴达赫尚省已有18
人因严寒被冻死，另有21人被冻伤。阿北部萨尔普勒
省自然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阿齐兹·拉赫曼5日说，该
省过去3天已有5人因大雪极寒天气死亡。

此外，大雪还导致阿富汗部分地区道路交通中
断，连接首都喀布尔与北部8省的萨朗隧道已关闭数
日，喀布尔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多数商店关门，供取
暖用的木柴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

25万户

法国电网公司近日表示，受强劲风暴过境影响，
法国西南部多省逾25万户家庭遭遇断电，目前风暴尚
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悉，25万户遭遇断电的家庭当中，位于滨海夏
朗德省的最多，有约12万户，其余分布在吉伦特和夏
朗德等省。目前，法国电网公司已出动2000多名人员
参与电网抢修工作。

10亿美元

几内亚国家广播电视台近日报道说，几总统孔戴
宣布启动西非输配电线路互通项目。孔戴表示，“要实
现非洲居民的稳定供电，仍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作
为非洲一体化的象征，该项目的实施将为西非地区提
供一个优质的电力资源市场，为次区域内不同国家的
居民提供生活用电并降低用电费用”。

据报道，该电网旨在为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成员
国提供电力能源保障，项目造价预计超过10亿美元，
线路长度约1677公里，起点位于中国公司在几西部承
建的凯乐塔水利枢纽，将通达冈比亚、塞内加尔、马
里和几内亚比绍等西非国家。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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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到访韩国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日本，继续东亚之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上任，便派出马蒂斯访问东亚，这是否
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度初显端倪？

“硬脱欧”会拖累英国经济?
胡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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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民众游行
反对入境限制令
华盛顿民众游行
反对入境限制令

2 月 4 日，上千
名民众聚集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白宫附近进行游
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
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的
入境限制令。特朗普 1
月 27 日 颁 布 行 政 令 ，
暂禁全球难民和西亚北
非7国公民入境。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环 球 热 点 数 字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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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 29 日以来，乌克兰东部
顿巴斯冲突地区的军事行动再次升
级。近几日，在乌东部延绵数百公
里长的停火隔离带附近，有十几处
地点同时爆发激烈交火。

媒体指出，这次军事行动升级
是自 2015 年 2 月新明斯克停火协议
签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在此次军事冲突中，顿涅茨克
市以北大约6公里的阿夫杰耶夫卡市
的战况最为激烈，有数十名平民伤
亡，数百人撤离家园。阿夫杰耶夫
卡市的供水、供电和供暖设施均被
炮火摧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 驻乌克兰观察团 2 月 5
日发布的监督报告说，观察团连日
来仅在阿夫杰耶夫卡一地就记录下
3800 多次重武器射击，发生冲突的
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装双方
都曾开火。

不过，阿夫杰耶夫卡的最新局
势有所好转。乌国防部 5 日的消息
说，4日一昼夜，民间武装向乌政府
军控制区域的射击下降了一半，为
51 次，仅有两名乌军人受伤。有消
息称，截至5日夜间，该市的供电设
施已经抢修完毕，但供暖和供水尚
未恢复。

分析人士指出，表面上看，自
新明斯克停火协议签署以来，乌东
部地区的冲突从“热战”逐步冷却
到对峙状态。但事实上，由于乌克
兰政府同东部民间武装缺乏信任，
该协议并未得到切实执行，这是导
致爆发严重军事冲突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协议中的停火机制
一般只是在新学期开学季、圣诞节

和新年等期间得到大致落实；双方交换了部分“俘虏”，但
是并不是协议规定的“按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至于后撤
重武器，基本上双方都是先撤了一部分，随后又运回冲突
前线。其他协议条款，如赦免民间武装人员、给予民间武
装控制区特殊地位、举行地方选举等基本没有提上日程。

欧安组织驻乌克兰观察团副代表胡格2月1日指出，造
成本次军事行动升级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没有切实履行后撤
重武器的条款，导致小打小闹发展成大规模激战。

舆论认为，乌东部冲突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不大，乌
当局不可能采取军事解决方案。乌东部问题除了政治解决
外，没有其他途径，而政治解决的过程也注定漫长。

乌总统波罗申科去年10月曾表示：“提议军事手段解决
危机的人们一定要想清楚，战争的后果不会对乌有任何好
处。乌不能放弃明斯克停火协议，这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
路。战争手段带不来和平，也赢不回领土。”

分析人士认为，从乌克兰当局一方看，其并没有足够
实力打赢同民间武装的战争，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继续制裁
俄罗斯并且获取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确保顿巴斯地区
危机局势不再扩散到周围地区。此外，政府军同民间武装
之间划定的停火线不被突破，这已经算对今后相当不错的
预期。

至于在乌东部民间武装控制区举行地方选举的问题，
乌克兰当局为此设置了先决条件，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在国际机构不受限制的监督下进行选举，而如今双方
缺乏信任，安全难以得到保证，尽管俄罗斯和民间武装要
求尽快进行地方选举，但却无法确定举行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