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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平衡成趋势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7月17日援引学者的分析，认为
副总统迈克·彭斯今年4月访问亚洲时就消除了域内国家的疑
虑，他宣布特朗普今年11月将出席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
峰会和美国与东盟的峰会。这些都是美国对亚洲作出承诺的
重要迹象，代表着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将延续奥巴马时期的
重返亚太战略。

但袁征认为即使是这样，其吸引力对东南亚仍然有限。
“当前特朗普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在国内问题上，他受到诸
多力量的牵制；在对外政策上，基本的决策机制还未成型，
其执政团队仍有一些职位空缺。在这种情形下，特朗普政府
制定的政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执行起来更是内外受
阻。”袁征说，“东南亚国家对于美国这一现状也是清楚的，

他们越来越感到美国靠不住。”
事实证明，在美国优先的大旗下，东南亚国家感到“受

伤”。美国之音援引分析称，蒂勒森东南亚之行的一项重要
目的是孤立朝鲜，而这并不是东盟国家最关心的问题。这一
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特朗普政府对于保护该地区盟
友的利益并不在意。

既然这样，东南亚国家还会为“美国优先”买单吗？
“东南亚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是安全、稳定和繁荣。在

安全上，美国的适当存在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在繁荣
上，美国的市场、技术等仍然对这一地区有着吸引力。但对
于贸易保护主义，东南亚国家将会保持警惕。”陈奕平分析
认为，“维持在大国间的战略平衡，加强地区内部合作，将
会是今后东南亚国家坚持的发展方向。”

题图：5 月 4 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中） 同东盟外长们
在华盛顿会面。 来源：路透社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河野太
郎在就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表示，不支持重新谈判在韩
国受到普遍反对的日韩“慰安妇”协议。在河野太郎发
表此番言论的3天前，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宣布设立
审查该协议的专项工作小组，韩国将根据验证结果决定

“如何应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双方宿怨再次暴露。

新官上任 再泼冷水

当地时间8月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内阁改组，
河野太郎出任外务大臣。对外界来说，这位新任外相最引
人瞩目的身份是曾发表“河野谈话”的河野洋平之子。

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
关于“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的谈话，承认“慰安所是
根据当时日本军方的要求设置营运”，并代表日本政府表
达“道歉、反省之意”。《日本经济新闻》 认为，安倍对
新外相的任命是“想向韩国发出愿意改善关系的信号”。

韩国方面对此也充满期待。韩联社评论说，受父亲
影响，河野太郎有望在“慰安妇”问题中发挥正面作
用。8月3日，韩国外长官康京和会见日本驻韩大使，就
河野太郎出任外相表达祝贺。这是康京和6月上任以来首
次与日本驻韩大使会面。

然而，这位新任日本外相却令人大失所望。在记者
会上，被问及如何看待“河野谈话”的历史意义时，河野太
郎没有表明想法。韩国《朝鲜日报》认为，河野太郎上任伊
始就给改善日韩关系的期待“泼了冷水”。

历史问题 如鲠在喉

“‘慰安妇问题’一直是韩日关系中迈不过去的一
个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
东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一直不承认强征‘慰安妇’的
责任主体，始终不能以国家形式承认错误、诚实道歉。这一
历史修正主义行为是韩国不能接受的。虽然韩日政府间在
2015年12月就该问题达成了协议，但韩国民众并不认可。”

为表达对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抗议和不满，
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韩国乃至世界各地设立“慰安妇”
少女像。据韩联社报道，设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的少
女像一度令日本召回驻韩大使，加剧两国关系紧张。

不仅仅是韩国民众，这份所谓的“最终、不可逆
转”的协议也已经受到了韩国新政府的质疑。据 《华盛
顿邮报》此前消息，文在寅曾向美国媒体表示，“由上届
政府与日方达成的‘慰安妇’协议没有被韩国人接受。”

面对韩国方面的种种表态，日本的不满也在积聚。
有日本舆论认为，韩国旧事重提，对已达成的“日韩协
议”挑刺是缺乏常识的行为。

合作有限 和解难期

韩日历史“心结”难解，令美国不安。《华盛顿邮
报》称，“美国一直在敦促亚洲两个最亲密的盟友放弃他
们的历史分歧，为应对朝核危机加强合作。”

吕耀东指出，日韩曾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进行
军事情报的共享。说明在安全层面上，双方能够保持步调
一致和密切合作。“但是，受‘慰安妇问题’和‘独岛’（日本
称‘竹岛’）问题影响，韩日关系很难顺利发展。”

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交织，给日韩关系的解冻再添
变数。

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京畿道议员团体曾宣布，
计划 2017 年 12 月前在“独岛”（日本称“竹岛”） 设立

“慰安妇”和平少女像。日本政府就此事表示强烈抗议，
声称“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韩国也针锋相对地宣
誓对“独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今年6月，由《读卖新闻》和《韩国日报》实施的联
合民调显示，77%的日本人和81%的韩国人认为当前两国
关系“很差”，高达 80%的韩国民众认为日本“不值得信
赖”和“感觉不到亲近”。

生命在于运动，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会选择骑行这种绿色出行方
式。但是，拥挤的车道，茫茫的黑
夜，突如其来的骚扰、抢劫都可能
会让骑行爱好者们提心吊胆。最
近，一些有趣的科技新玩意儿也许
能帮骑行爱好者们扫清盲点。

美国一家科技公司最近研发出
了一款智能头盔设备。它具备许多
隐藏的能力。在构造上，它配有前
后 LED 转向灯、刹车灯和前后摄像
头，两侧内置两个洞口便于停留时
头盔可与自行车锁在一起。内置的
前后摄像头可感知周围360度全景的
变化并用闪光灯加以提醒，例如提
醒用户后方有车辆接近，或是有汽
车在盲区里。用户只用余光就能看
到指示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行
驶准备。更酷的是它还内置身体互
动传感器，当你做出转弯或者变化
车道的手势时，头盔后闪光灯会自动
跳起转向灯提醒周边用户，给他人带
去便利。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可以
帮助用户记录骑行一路的风景，与手
机相连就可以与同伴互动直播了。

在城市中骑行自行车已经变的
愈加危险，还要时刻小心马路杀
手。澳大利亚正在申请专利的一款
臂式自行车后视镜可以在安全上提
供保障。其灵活性、可调节性和稳
定性，完全可以成为你的第三只眼
睛。这是一款可折叠的凸镜，能通

过一个可调节的臂带固定在手臂上。目前，它已被
打造为可适应各种尺寸手臂的后视镜。把它绑在手
臂上，用户便可通过后视镜将后方路况一览无遗，
不再需要扭着脖子四处张望。不同于传统的后视镜，
这款臂式自行车后视镜重量很轻，还时尚又实用。用
户可自由更换配件颜色，挑选符合自己的风格。

黑夜是骑行爱好者的另一雷区。丹麦一家科技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现了这一盲点，开发出了一款
便捷、环保、不需要充电的自行车灯。这款永不充
电的自行车灯由磁能驱动，完全不需要电池。在用
户骑行的时候它会自动闪烁，如果自行车暂时停
止，磁能备份系统会自动继续供电，持续闪烁两分
钟，然后自动关闭，确保停车过程中也是安全的。
同时，这款灯不需用按钮控制开关，用户只管骑即
可。最神奇的在于，永不充电的自行车灯既防水还
明亮。它的灯泡是大功率LED，在300米远的地方也
可以看到，与一种安全的不锈钢涂层电线系统相
连，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破损或盗窃的风险。

有了这些小玩意儿，道路杀手越来越少，交通
状况越来越好。骑行爱好者终于可以安心出行，拥
抱马路。

美国国务卿首访东南亚

“定心丸”未必能定心
张 红 黄江林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亚太新政策迟迟不

定，引各方持续关注和等待。美国退出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动

作，使得东南亚诸国在这场等待中越来越“焦

虑”。8月5日至9日，美国务卿蒂勒森出访东南

亚能否给盟友和伙伴吃下“定心丸”，成为各方

关注的焦点。

★环球热点

持续关切难拉拢

据路透社报道，蒂勒森 8月 5日至 9日
将在马尼拉参加一系列的东盟外长会议和
东盟区域论坛，随后将访问美国在该地区
的条约盟友泰国和重要伙伴马来西亚。这
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以来对东南亚进行的
首次访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官
员称，朝鲜问题、海洋安全以及反恐将是
蒂勒森在东盟区域论坛以及其他双边会谈
中讨论的重点议题。

虽然是国务卿首访东南亚，但特朗普
政府对这一地区的关切却从未停止。今年4
月 29日，东盟峰会刚在菲律宾闭幕，蒂勒
森就“火急火燎”地邀请东盟外长于5月4
日前往华盛顿召开会议。据新加坡 《海峡
时报》 报道，蒂勒森当时声明将加强美国
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关系，东盟仍是美国最
核心伙伴。

为了表达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特朗普
上台以后曾盛情邀请菲律宾、泰国、越南
等国家领导人访美。最先访问美国的是越
南总理阮春福。“很荣幸欢迎越南总理阮春
福今天下午造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月 31日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说，言辞间难掩
与越南总理会面的“好心情”。

但缺少对盟友的实际支持使得“失望
感”在这一地区弥漫。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
对于在外交策略上面临两难选择的东南亚
国家来说，他们急切希望美国拿出更多实际
行动证明对亚洲盟友的支持。东南亚国家仍
在权衡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赖美国。

恢复影响显存在

“美国一直以来和东南亚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特朗普上
台后虽然没有提‘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并不意味着东南亚
的重要性下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奕平在接
受采访时说。

美国外交官网站日前刊文称，除了参加多边会谈，蒂勒
森此行也将表达特朗普政府与关键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扩
大参与地区事务的姿态。而这恰恰证明了美国对该地区的重
视态度。

“但特朗普上台以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
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对东南亚国家的传
统心理产生较大冲击，‘离心’倾向不断显现。”中国社科院
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在

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滑。”
《日本经济新闻》 援引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话表

示，此前亚洲不仅在贸易上，在政治上也依赖美国，但随着
美国的变化，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还指出，美国在东
南亚的军事存在无助于解决地区问题。

蒂勒森此次出访的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三国近年来
与美国的关系正走在下坡路上。据美国之音报道，因美国谴
责杜特尔特的人权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晚期，美菲同盟生缝
隙；2014年泰国军政府上台后，美泰同盟关系趋冷；马来西
亚和美国是全面伙伴关系，但近两年来美马关系也不顺利。

在这一背景下，恢复与地区盟友的关系，提升地区存在
感是蒂勒森此行的直接目的。据报道，蒂勒森此前在对国务
院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说，“在亚洲，我们有很多事要与东盟
国家一起做”，美国将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在东
盟的领导力。

韩日关系旧伤难愈
李嘉宝

韩日关系旧伤难愈
李嘉宝

图为韩国的一座“慰安妇”少女像。 （资料图片）图为韩国的一座“慰安妇”少女像。 （资料图片）

8月6日，在伊拉克摩苏尔附近的一处难民营，一名流离失所的孩子用水桶取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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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骑行爱好者佩戴着智能头盔。 （资料图片）

1400公里

世界最长电加热石油管
道近日在坦桑尼亚坦噶地区
奠基，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
力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及
两国官员等参加奠基仪式。

该 石 油 管 道 全 长 约
1400 公里，预计造价 35.5

亿美元，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电加热
石油管道。这条石油管道起点在乌干
达的霍伊马地区，终点在坦桑尼亚的
坦噶港。该管道将于 2018 年 1 月开
建，工期为36个月，预计将创造6000
至1万个工作岗位。

乌干达2006年在其西部地区发现
石油，目前已发现超过65亿桶石油。

170多名

伊拉克军方8月6日宣布，近来
军方在北部萨拉赫丁省的一系列空袭
行动中，消灭170多名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

舍尔加特镇位于巴格达以北约
280公里处，底格里斯河将其分为东
西两部分，西部在 2016年 9月获得
解放，东部目前仍然被“伊斯兰国”
控制。武装分子经常越过底格里斯河
向西岸进行渗透和破坏。

7 月 10 日，摩苏尔获得全面解
放。但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省、基
尔库克省、萨拉赫丁省以及伊叙边界
地带，“伊斯兰国”武装仍然控制着
一些城镇。

48人

也门军方8月6日透露，过去3天
内，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与
沙特邻近地区交火，造成至少48人死
亡，其中包括31名胡塞武装分子和17
名政府军士兵。据悉，政府军准备进一
步挺进红海沿岸重要城市荷台达。

2014 年 9 月，也门胡塞武装夺
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该国南部地
区，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阿拉伯避
难。2015年3月，沙特等国针对胡塞
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
行动。2015年7月，支持哈迪的政府
军和部落武装在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
夺回亚丁省。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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