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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与美国总统
特朗普举行会谈，引来各方关注。

“信口开河”曾引争议

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之前发表过一些
引起诸多争议的言论。

今年 2月，特朗普一番关于“两国方案”的
话引起世界一片哗然。美国《纽约时报》2月 15
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到访的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实现
巴以和平不限于“两国方案”。只要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双方愿意，他对以“一国方案”还是“两
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都能够接受。

两国方案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美国《纽约时报》称，“特朗普的言论严重偏离
了几十年来的正统外交观点”，颠覆了美国在
巴以问题上一贯坚持的“两国方案”立场。

此外，就“巴以问题”，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发表了许多惹起争议的言论，包括承认耶路撒
冷是以色列首都、承诺当选后立即将美驻以使
馆迁至耶路撒冷、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
建定居点等。

“渐归理性”继承传统

近期以来，特朗普就“巴以问题”的立场似
乎悄然发生了转变。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报》网
报道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3 月 12 日指出，

“在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通话中，特
朗普明确表示，他完全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以
两国方案解决巴以争端。”

特朗普也力争在巴以之间保持平衡。特朗
普上任之初所显露的亲以挺以印象，正逐渐回
归“不偏袒以巴任何一方”的立场。3月10日，特
朗普首次与阿巴斯通电话，并正式邀请后者访
问白宫。此前，特朗普也与内塔尼亚胡有过通
话和会晤。法新社对此评论称，这是一种显示
美国在巴以双方保持平衡的姿态。

“其实，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
与美国历任政府没有什么差别，也不可能有，
今后也不会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与非洲
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

英国《金融时报》评价特朗普上任100天来的
外交政策时也称，即使特朗普不愿承认，在美国
外交政策中，连续性要多于彻底的改头换面。

问题复杂难有进展

在巴以问题上，“美国一直发挥着积极主动
的作用，一厢情愿想实现巴以问题的永久解
决。”殷罡说，“近几年，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
巴马，都对巴以问题尽心尽力，但都无所作为。”

“巴勒斯坦内部尚没有统一的领导层，而
巴以问题的解决需要巴勒斯坦实现内部统一，
以一个声音、一个立场同以色列谈判。此外，还
有巴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殷罡解释巴以问
题的困难所在。

因此，“在 5 月 3 日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
斯的会谈上，特朗普只会作一般性的表态，
老调重弹，并回避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可以预见的是，错综复杂的巴以问题很难
在近期取得大的进展。

世界那么大，何不去看看？但一
想到沉重的行李，难觅的住处以及不
通的语言，你的热情是否陡然冷却？
有了旅行神器，这些不再是问题。

近日，美国的一家创业公司研发
了一款自动化行李箱，这款行李箱可
以在人群或其他环境中自由穿行，跟
着主人走。因此被誉为“在旅途中陪
伴您左右的机器人”。这款配有万向轮
的新型行李箱，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运转，其融合的人工智能技术还能
随时根据外部环境调整方向。当有人
突然跑到行李箱前面时，它会快速调
整运行轨道，以防撞到人。作为旅行
神器，这款行李箱还有许多有趣的功
能。箱子上配备的可拆卸电池可通过
无线技术充电，进而为各类电子产品
提供电力支持。此外，它还兼具测量
行李重量、指纹解锁、应用程序定位
等功能，用户既不必担心行李超重，
也不用操心行李的安全问题，十分智
能。

除行李负重外，住在哪儿想必也
是令众多旅行者头疼的问题。日前，
法国的一位设计师就设计了一款名为

“气泡屋”的充气帐篷，成功解决了游
客既想住得舒适，又想拥抱大自然的
难题。这款酷似气泡的充气帐篷，采
用可回收材料制造，既能防高温，还
能御严寒，甚至可以经受住其他恶劣
天气考验。“气泡屋”虽然名字中带有

“屋”字，但却没有支架和屋顶，而是
利用一种特制的涡轮充气，以保持形
状。充入“气泡屋”的空气经过了过

滤，非常新鲜，清洁度能达到屋外的10倍。此外，“气泡
屋”内也没有花粉、过敏原和蚊子，甚至连灰尘也没有。

那些因语言问题而泡汤的旅行计划现在终于可以实
施了，因为日本发明了一款翻译神器，号称可以“秒杀
世界上任何翻译器”。这款名为“咿哩”的即时翻译工具
只需摁下中间的执行按钮，把话说给“咿哩”听，松开
按钮后，它就会自动翻译成当地语言。此外，“咿哩”在
无信号无网络的情况下仍能正常使用。操作界面十分简
单，外放声音的音量还可以调节。目前，“咿哩”的内设
翻译支持中文、日文和英文互译，每个翻译系统内包含
了 5 万个单词和旅游常用句，仅用 0.2 秒即可完成翻译。
随后，“咿哩”还将推出法语、泰语、韩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系统。

有了这些功能日益强大的旅行神器，走遍世界有何
难？

渴望一击而中

事实上，早在 2016年 7月，向国会提交
修宪草案的条件已经具备，安倍政府为何迟
迟没有行动？

“民意一直是最大的阻碍。民众害怕安
倍政府会把宪法修改得过‘右’，完全违背
期待。”周永生说，“如果不能赢得过半民众
支持，即便国会通过修宪动议，国民公投也
不会通过。而要想再次公投，至少要几年之
后。所以安倍必须审时度势、慎重行事。”

实现修宪需要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有效投
票中的过半票数。但是，最新民调显示，围绕
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必要性，51%的受访者反对
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修改宪法，45%赞成。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围绕是否赞成修宪
的全民公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对身边人

士这样说道，“如果最初修宪时就在全民公
投中失败，那就很难进行第二次了。绝不允
许失败”。

要“一击而中”，目前看来还有点悬。
一直以来，为了获得广泛的支持，安倍

采取的不是单纯依赖数量，而是耐心等待时
机成熟的战略。日经中文网分析指出，如果
能拿出一份获得包括民进党在内的朝野各党
一致支持的修宪草案，在公投中获得过半数
赞成票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但是，要实现意
见“一致”哪儿有那么容易。

安倍的现任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2018年
9 月到期。从提出包含具体项目在内的修宪
草案开始到全民公投需要 60—180 天，如果
安倍想在本届任期内实现修宪，就非常需要
在2017年内提出动议。

2017年会成为日本“修宪元年”吗？“不是
不可能。关键还要看民意。”周永生说。

“修改宪法时机已经成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2016年，

对修宪持积极态度的政党在参议院确保了2/3以上的席位，首次实

现了修宪的可能。自那以来，民意就成为安倍政府推动修宪的最

大阻碍。如今，在朝鲜半岛形势紧张之际，在日本政府与媒体的

大肆渲染之下，日本民意似乎出现了变化。安倍的信心更足了。

2017会成为日本“修宪元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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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热点

渲染紧张气氛

近来，日本颇为活跃。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

日至22日，日本自卫队将与美英
法三国军方实施四国框架下的首
次联合演练。据 《日本时报》 的
消息，演习将有 700 人参与，包
括 220 名日本自卫队成员、60 名
英国海军士兵，以及美军、法军
士兵。朝鲜方面此前声明，正是
美国在韩国部署大批核战略物资
并进行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将半岛形势推到了核战争边缘”。
日本瞄准朝鲜半岛局势紧迫

的机会，全面启动和运用2016年
施行的《安保法》。据日经中文网
报道，5月1日，日本海上自卫队
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在房
总半岛海域和美国海军的补给舰
汇合，根据日本 《安全保障相关
法》 执行保卫美军舰船的“美舰
防护”任务。此次是首次执行基
于 《安保法》 的新任务。美国

《纽约时报》评论称，日本此举被
视为在东北亚地区扩张军事存在
的表现。这是日本国会通过新安
保法授权海外作战任务以来，首
次使用军舰来援助盟军。日本共
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在5月1日的
记者会上表示，自卫队为美军舰
护航将会加速东北亚地区的紧张

气氛。
事实上，日本正大肆渲染朝

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日本 《产经
新闻》 与 《东京新闻》 均强调

“在美国与朝鲜军事紧张升级的背
景下”，海上自卫队依据安保法首
次实施护卫美舰行动，目的是从
侧面支援美军对朝鲜的强化警戒
活动。

不仅日本媒体大肆渲染朝鲜
半岛的战争气氛，日本政府也推
波助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在参议院外
交防卫委员会的会议上称，“朝
鲜可能已经拥有将沙林毒气装入
弹头的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指出，“安倍没能提供任何
证据，证实他对朝鲜拥有化武导
弹攻击能力的怀疑”。法新社注
意到，“安倍没能解释他是从何
得出这一结论的”。韩国 MBC 电
视台则指出，朝鲜半岛局势持续
紧张之时，日本的所作所为是

“故意火上浇油”。
正如分析指出的，日本对朝

鲜半岛局势的渲染是在为修改和
平宪法寻找借口。世人皆知，安
倍最大的政治抱负或许就是修改
和平宪法，如果朝鲜半岛出现

“生乱”或者“生战”的情况，安
倍政府完全可以以威胁日本安全
为借口，进而推动对日本国内宪
法主要是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修改。

“时机已经成熟”

据日媒报道，5月1日，以修改宪法为政
治目标的新宪法制定议员同盟在东京市中心
的宪政纪念馆举行大会，纪念宪法施行70周
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发表致辞表
示：“ （修改宪法） 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
是寻求具体的修改方案。”

“一直以来，安倍政府在推动修宪的过
程中无法赢得过半国民的认可。近来，由于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而且日本加紧渲染紧张
氛围，支持修宪的国民越来越多。在这种情
况下，安倍认为就修宪问题进行国民公投的
话，支持率已经接近甚至可能会过半了，因
而信心满满。”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
授周永生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的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了 4 月底的民
意调查结果。报道称，认为修改宪法“有必
要”及“相对而言有必要”的修宪派占
60%。包括“相对而言没必要”在内，认为
修改宪法没必要的护宪派占37%。

此外，日本经济的持续复苏给了安倍底
气。日本 4月底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均向
好：通胀连续第 3 个月增加；劳工需求为
1990年以来最强；零售销售好于预期；工业
生产暂时放缓。5月2日，日本央行公布的政

策会议纪要指出，央行政策委员会认为，日
本经济持续位于温和复苏的趋势中，未来很
可能转向温和扩张。2008年 3月以来，日本
央行对经济的看法首度用“扩张”一词，暗
示该行深信复苏正在蓄积动能，且不需要额
外刺激。

高支持率也让安倍腰杆儿挺直。日本经
济新闻社与东京电视台4月27日至30日实施
的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为
60%，与3月的调查结果62%相比基本持平。

修宪是安倍的夙愿。自第二次执政以
来，安倍政府朝着修宪的目标一步步迈进。

2015 年，日本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
2016年3月29日，该法案正式生效，标志日
本放弃在二战后坚守的“专守防卫”国防策
略。在2016年7月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执
政的自民、公明两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等对修
宪持积极态度的政党在参议院确保了 2/3 以
上的席位。出现了二战后首次实现修宪的可
能性。2017 年 3 月 5 日，日本自民党在东京
都内召开定期党大会，正式决定修改党章，
将党总裁任期由“连任 2 届 6 年”延长至

“连任 3 届 9 年”。现任日本自民党总裁 （日
本首相） 安倍晋三将有望长期执政至2021年
秋季。

正如安倍所说，修宪时机似乎已经成
熟。

巴以问题

特朗普政府回归传统
张小丁

5月2日，以色列空军在多个城市进行飞
行表演，庆祝独立日。图为在以色列特拉维
夫海边，以色列空军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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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可跟着人走的智能行李箱。 （资料图片）

5月2日，在韩国首尔，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自由韩国党候选人洪准杓、正党候选人刘承旼、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国民之党候选人
安哲秀（从左至右）在韩国首尔参加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韩国将于5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图为电视辩论现场。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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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亿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
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近日就一
份政府预算案达成一致，如果这份预
算案得以通过，将允许美国政府运行
至9月。这份预算案包括一项125亿
美元的新增军费支出以及一项15亿
美元的预算用来加强边境安全。另据
一些媒体报道，这份预算案总额度约
为1万亿美元。

报道称，这份预算案满足了美国
总统特朗普关于提高军费的需求，但
未提供在美墨边界筑墙的资金，也未
按特朗普要求削减一些政府部门的运
行经费。

28.57％

菲律宾禁毒署2日表示，自去年7
月以来菲律宾政府的扫毒行动取得显
著成效。菲律宾缉毒署署长拉佩尼亚
说，毒品问题是当今菲律宾社会一大
痼疾，自菲政府去年7月发动“扫毒战
争”以来，菲相关部门展开缉毒行动
5.3万多次，共逮捕6万多人，缉获大量
毒品，有127万吸毒者向警方自首，菲
社会“犯罪指数”下降28.57％。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自去年6月
底上台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规
模扫毒行动，大力打击犯罪。但菲政
府的铁腕扫毒行动也招致菲一些媒体
和政治人士的批评。

30多人

据叙通社报道，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2日袭击了叙利
亚东北部哈塞克省一个难民营，造
成30多人死亡，另有30多人受伤。
该难民营靠近伊拉克边境，里面有
不少从叙伊境内“伊斯兰国”控制区
逃离的民众。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当天说，至少5名
自杀式袭击者在该难民营内外引爆
身上的炸弹，伤亡者包括叙利亚人
和伊拉克人。由于部分伤者伤势严
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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