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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丁

在多次“隔空喊话”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终于实现首次“面对面”
会谈。当地时间 3 月 17 日，默克尔到访美国，
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虽然经历数月的观察和酝
酿，但种种迹象显示，双方在不少问题上仍存分
歧。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媒体拍照期间，两
人“同框”却始终没有握手的尴尬画面，更让外
界不禁揣测，美欧这对昔日的坚固同盟，如今还
能愉快地做朋友吗？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
的日益加快，睡眠问题
开始困扰着越来越多的
人。这时候，你需要一
个呵护睡眠的智能枕头。
近日，荷兰代尔夫
特理工大学机器人与工
程组的 4 名学生，研发出
了一款花生状枕头，可
帮助失眠者获得良好睡
眠。这款智能枕头装有
多个高灵敏度传感器，
能测试使用者的呼吸频
率，然后创建它自己的
平稳呼吸节奏。用户的
身体会自动跟着这种呼
吸节奏，从而帮助其放
松，进而安然入睡。
除了失眠，落枕也是
让人头疼的一大睡眠问

智能枕头：

★环球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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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特朗普与默克尔首度会面分歧难弥

美欧还能愉快地做朋友吗？
本报记者

严 瑜
图为荷兰研究者研发的花生状枕头。

显而易见的分歧

有迹可循的疏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首度会面被外
在默克尔等欧洲不少领导人看来，特朗普并不是一
界给予很高关注。
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在之前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没少拿
有人认为，这次充满不确定性的会面将向世界释放
德国和欧洲说事，不仅曾经唱衰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还
有关未来跨大西洋联盟走向的信号。还有观点直言，这
抛出“北约过时论”，让欧洲捏一把汗。
将成为美德关系乃至美欧关系的“决定性时刻”。默克
上台之后，特朗普坚持的“美国优先”政策及其看
尔行前也曾表示，她此访不仅是作为德国总理，同时还
似“不按套路出牌”的行事风格，更让欧洲各国深感不
作为欧盟的代表。
适，又颇为担忧。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外
不过，结果并不让人满意。虽然会前，特朗普与默
交事务发言人诺贝特·勒特根就认为，特朗普更多靠直
克尔不忘相互示好，但在 3 月 17 日的会面中，两人无论
觉和商业经验行事，不太考虑政治合理性，要与他打好
是被媒体捕捉到的“尴尬时刻”，还是围绕关键问题的
交道并不容易。
不同态度，传递更多的仍是显而易见的分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向本报
例如，在双方都关心的北约问题上，特朗普在 17
记者分析称，虽然外界还未完全摸透特朗普上台之后的
日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自己坚定支持北约的立
政策思路，但目前看来，他在打交道时更愿变多边为双
场，但也不忘敦促北约盟国承担应有的北约防务上的财
边。“在特朗普看来，与欧盟就是和多边打交道，而且
务负担。他认为，许多北约盟国在过去没有承担应有的
欧盟推崇的也是所谓的多边主义。”这显然不为特朗普
财务负担，这一做法对美国来说非常不公平。对此，默
所好。此外，特朗普在外交上强调利益的习惯，也让欧
克尔回应，德国国防开支在 2016 年增加了 8%，并将按
洲领导人往往很难与他在“同一个频道上”有效弥合分
自己的“步调”逐步增加军事支出。
歧。
在贸易方面，两人的表态同样不那么和谐。特朗普
不过，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和行事风格固然是一个重
表示支持自由贸易，但他同时指出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受
要变量，事实上，美欧之间的分歧与疏离此前已有迹可
到“不公平待遇”，认为贸易政策应该更强调公平性。 循。
默克尔则在认可公平贸易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应以开放
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此前就撰文称，美
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
欧同盟如今正面临着 1941 年以来最衰弱的局面。他认
路透社指出，在会面之前，特朗普和默克尔就政策
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年来在伊拉克
和价值观念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令人不快的争论，两人
和阿富汗的战争导致美国民众不想再承受新的海外风险
关于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观点存在很大的鸿沟。而在首次
和成本，这种变化在美欧之间制造了隔阂。此外，自身
会谈后，这条鸿沟看来依然存在。
面临的诸多严峻课题，也让欧洲各国越来越依赖其他国
对于欧洲来说，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如美
家而不是美国。这种分裂在去年年初已鲜明地体现在乌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说，美德关系的密切程度将决定美
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
国与欧洲的关系。而从默克尔这次与特朗普接触仅 3 个
“美欧关系在结构上存在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很大
半小时的“旋风式”访美来看，美欧关系的前景仍有阴
程度上，欧洲希望借助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将美国抓
云笼罩。
住，从而一方面在美国的帮助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另
“目前，美欧在安全、经济等层面分歧较大。”中国
一方面继续保持自己的国际地位。但美国更多地选择内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在接受本报
顾，而不愿在外花费太多精力，这让欧洲发现越来越指
记者采访时指出，双方在难民、对俄关系等问题上也存
望不上美国。”崔洪建指出，从这方面来看，特朗普的
在不同观点，无法达成相对的共识。
“美国优先”政策引起欧洲强烈的不适应感。

薛可炎
据韩联社报道，
“ 韩国第一大党”共同民主党 3 月 17 日
加大力度反对在韩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共同民主党
国会代表禹相虎表示，韩国应推迟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直到取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同意。韩国大选在即，韩国在部
署“萨德”问题上能否悬崖勒马，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成为
东北亚各方乃至整个亚洲关注的焦点。

部署遭持续反对声浪
据英国路透社 17 日报道，韩国目前呼声最高的总统
候选人文在寅的高级顾问崔钟勋称，韩部署“萨德”的决
定过于草率，如果文在寅当选总统，他将重新考虑“萨
德”反导系统的部署问题。
文在寅并非首位对“萨德”部署问题提出质疑的候选
人。目前民调位列第三的候选人安哲秀认为，政府应当向
国民详细说明部署“萨德”的决定，并同中国进行磋商。
其所在党派国民之党表示，政府未经国会同意便开始部署
“萨德”的行为违反了宪法。
民调位列第四的候选人李在明此前也发表讲话称，
“‘萨德’会成为朝鲜半岛安保的障碍。”如果他当选总
统，将撤销“萨德”部署的安排，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
和答案”
。
韩国民众对“萨德”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据法新
社 18 日报道，庆尚北道星州郡约 2000 名韩国民众当日展
开示威活动，抗议部署“萨德”。本月初，数百民众也曾
在“萨德”部署地星州乐天高尔夫球场附近游行示威。

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在朴槿惠因弹劾下台后，韩国将于 5 月 9 日举行总统
选举。朴槿惠在政治领域的失败令右翼政党候选人的胜算
几乎为零，而其所签订的“萨德”部署协定也被左翼力量
候选人所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李群英教授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左翼党派在政治主张上主张缓
和与朝鲜的关系以及在美中韩三国之间寻求政治平衡。”

新任总统可能在上台后调整韩国与朝、中、美和俄的关
系。
经济下滑是反对者拒绝“萨德”的另一因素。据 《韩
国商报》 此前报道，韩国权威经济智库 IBK 经济研究所出
炉的研究报告显示，“萨德”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
击。韩国因部署“萨德”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16.9 万亿韩
元，把韩国经济增速拉低 1.07 个百分点。除此之外，瑞士
信贷银行还预测，韩国年度 GDP 可能下降 0.5 个百分点。
对于“萨德”入韩，韩国民众也有自己的担忧。法新
社指出，示威者在抗议时高举“不要‘萨德’要和平”的
标语。他们认为部署“萨德”非但不能带给民众安全，反
而会让该地区成为朝鲜的首要打击目标。另外，民众还质
疑“萨德”系统的部署会造成严重的辐射，威胁居民的身
体健康。

重回谈判桌才是上策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萨德”系统已于本月 7 日
运抵韩国，相关人士称，该系统预计将在一两个月内启
用。韩国大选时间已经确定，如果部署“萨德”在黄教安
代总统期间米已成炊，新总统上台后能否停止或废弃“萨
德”？李群英认为，假如“萨德”如期部署完毕，即使新
总统希望在执政后扭转局面，废止“萨德”所面临的一系
列的程序问题也很难令结果发生改变。
“实际上，‘萨德’入韩以及美韩不断进行大规模军演
的行为，只能促使朝鲜方面以发射中程导弹的方式做回
应。所以，这根本不是解决朝韩问题的有效手段，反而令
朝鲜半岛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李群英表示。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要想解决
朝韩目前面临的问题，重启“六方会谈”是最好也是最为
行之有效的手段。“希望利益各方重回谈判桌，以和平谈
判的方式解决朝韩问题，因为这不仅关乎朝韩两国的未
来，还关乎东北亚各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与发展。”李
群英说。

“目前看来，美欧之间的矛盾点和摩擦点越来越
多，寻找共识的契机还没有出现。”崔洪建认为，从长
期来看，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美欧仍需一段时间的磨
合。
当然，现在还未到对美欧关系“拍案定论”的时
候，一些关键问题仍有待观察。崔洪建举例称：“比
如，在对欧态度上，特朗普团队与美国政府之间目前是
在搞一个策略性平衡，还是他们内部确实存在分歧？又
如，美欧面临的问题，多少是难以改变的结构性矛盾，
多少又是可以被领导人个性或偏好所塑造的？”
今年 7 月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就是一个重
要的观察窗口。届时，特朗普很有可能实现其上任以来
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同时也将第一次参与多边场合的会
谈。他会用怎样的方式表现美德乃至美欧关系，又会对
欧盟看重的多边体系做出如何表态，答案呼之欲出。
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美欧同盟关系不会受到轻
易挑战。“虽然美国的战略重心正向亚太地区转移，但
有一点不会改变，那就是美欧同盟关系仍是美国追求世
界霸权地位的一个重要基石，双方在安全、经贸等领域
依然联系密切、相互需要。”袁征说。
不过，美欧关系进行一些具体调整将是不可避免的
趋势。最大的变化或许将是欧洲的“独立”。毕竟，特
朗普已有的表态带给欧洲更多的仍是担忧。
在 2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之后，不少德国媒体就
认为，虽然特朗普派人表达了美国对于北约、欧盟的忠
诚不可动摇，但并未消除欧洲对其的疑虑。“还有太多
合理的理由怀疑特朗普对欧洲的关系。”德国 《世界
报》 如是称。
袁征认为：“未来，欧洲会减弱对美国的依赖，表
现得更加独立。例如，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中，欧洲可
能会根据自身需要，表达与美国不同的立场。”
事实上，欧洲已经开始这样的行动。去年下半年，
欧盟决定重启欧洲防务一体化计划。“其中，欧盟内部
讨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强化欧盟的战略自主性。这
表明的正是欧盟的一种姿态，那就是虽然其与美国是同
盟关系，但并不依赖于美国。”崔洪建说。

多伦多举行圣帕特里克节游行

韩部署“
“萨德”
萨德”
萨德
”能否悬崖勒马
能否悬崖勒马？
？

更加独立的欧洲

3 月 19 日 ， 加 拿 大 多 伦 多 举 行
2017 年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吸引成
千上万市民身着绿色服饰沿途观
看。每年 3 月 17 日的圣帕特里克节
是爱尔兰传统节日，为纪念爱尔兰
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而设立。
图为当天在多伦多，一支乐队
在游行活动中表演。
邹 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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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前不久，美国著名科技公司发明了一款能够自动
调节高度的电子智能枕头。它能感应使用者的睡姿
并相应地微调枕头的形状，让使用者睡得更舒适。这
款电子智能枕头装有两个气囊，它们由一个几乎静音
运行的空气泵来充气。使用时，使用者将身体躺在一
张压力感应垫上，头部枕在枕头上。电源开启后，压
力感应垫能根据感应到的不同睡姿向枕头发出相应
的调节指令，使枕头的气囊通过缓慢地膨胀或缩小来
调整使用者头颈的位置。
德国研发的一款“止鼾智能枕”堪称打鼾者的救
星。这款智能枕头内部有两个传感器——头部位置
传感器和鼾声传感器。鼾声传感器检测到鼾声后，智
能枕立即启动，并迅速探测到用户头部所在位置。随
后，控制盒启动充气操作，对应的气囊开始缓慢充气
并推动头部转动，让使用者的呼吸道保持顺畅。使用
者不必担心充气过程会影响到睡眠，研制者通过上百
次的试验，让这一过程做到了“神不知鬼不觉”。
不断升级的智能枕头，有朝一日会成为各种睡
眠问题的“终结者”。

数字天下
1 万人
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最后一批反政府武
装人员 18 日开始从当地撤离，撤离过程将持续数
周时间。
霍姆斯省省长塔拉勒·巴拉兹当天对媒体
说，反政府武装人员及其家属共计约 1 万人将从
霍姆斯市瓦伊尔区撤离，其中约 1500 人当天撤往
叙北部阿勒颇省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
巴拉兹说，当局为当天开始的撤离作了充分
准备，整个撤离过程预计持续 6 周时间。

90 所
据 挪 威 国 家 电 视 台 近 日 报 道 ， 过 去 10 年
里，因在当地上学的孩子减少，挪威北部地区
共关闭 90 所小学。
报道说，挪威北部地区学龄儿童过去 10 年
减少了 7500 人，同期挪威全国有 352 所小学被
关闭，这些学校大多位于人烟稀少地带。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继续体现在学校分布
上。”挪威诺尔兰郡研究所研究员索尔斯塔徳
说，目前正在发生的人口集中化会进一步加
剧，让那些学校关闭的地方变得越来越不吸引
人居住。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