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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论坛召开

本报电（记者孙少锋） 日前，第五届深圳国际
低碳城论坛召开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论坛
在深圳国际低碳城召开。本次南南气候合作论坛汇
聚了来自2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40余位代表。

专家认为，实现 2030 年全球升温小于 2 摄氏度
的任务十分迫切，国际间不断深化的合作趋势不会
因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而改变；南南合作作
为南北合作的重要补充，对于南方国家破解发展难
题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正引领着低碳和生态友好
型发展，并逐步推进其气候行动，为全球迈向低碳
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在联合国南南气候合作办公室与深圳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的指导下，联合国南南气候合作伙伴关
系孵化器项目联合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与国
际低碳论坛发展中心共同承办了此次盛会。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
迪进行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谈。两人将确认加强两国海上
安保合作，还将参加印度高铁的开工仪式、启动“亚非
增长走廊”项目。有评论称，近来日本与印度进入了

“热恋期”。

互动不断 各取所需

据 《印度时报》 报道，安倍于 9 月 13 日抵达印度，
开启为期两天的访印行程。当天，印度总理莫迪首次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起在古吉拉特邦第一大城市艾哈迈
达巴德，参加了沿路欢迎表演活动。

在本次行程中，安倍将参加印度首条高铁的奠基仪
式。早在 2012年安倍访印时，两国就启动了从孟买到艾
哈迈达巴德全长500公里的高铁建设项目，2015年正式签
约。其次，安倍和莫迪将在会谈中推出“亚非增长走
廊”愿景。

另外，自 2012年以来，日印的海上合作就已十分密
切，连年举行海上军演。因此，两国首脑在本次会晤中
还可能达成一份海上安全协议。除此之外，民用核能也
会是另一大合作领域。有评论称，两国若在这一领域达
成合作，不能不说是一步大跨越。最后，能否为拖延多

年的对印出口“日本制造”的 US-2i 海上侦察机一事
“拍板”，也是本次行程的一大看点。

时机选择 别有用意

今年以来，日印合作的“鼓点”显得分外急促。对
于日印两国越走越近的原因，有评论指出，首先，从地
缘政治和战略联盟的需求性来看，印度和日本表面上一
拍即合，印度需要日本这样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大
国来跟自己进行联合，使它在地缘政治的力量上有所加
强。同时，日本也需要印度这样一个东亚“援手”，来对
自己进行支持。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希望能够吸引日本的
投资。据报道，在印度修建高速铁路的项目上，日本就
以0.1%的名义利率向印度提供120亿美元的贷款，可分50
年还清，并有 15年延期偿付时间。这也被视为两国特殊
关系的见证。

此外，安倍此次访印还让人觉得别有用心。外交学
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今
年6月，中印边境对峙后，各大国几乎没有明确表态，唯
独日本明确支持印度对洞朗地区出兵。日本站在印度一
边，频搞‘小动作’，以支持印度的姿态来打压中国。”
周永生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加之中国这些年
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安倍访印意在拉拢印度，制约中国。

日印亲近 亚太紧张

专家分析认为，印度和日本虽然有一定的利益聚合
点，但双方的战略发展分歧也不容忽视。两国关系一直
都十分微妙，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寻求日本支持的同
时，印度也有着自己高超的“手腕”，在成为世界一流大
国的路上印度不想被日本局限，始终想要占据主动地位。

周永生也认为，印度虽与日本亲近，但并不甘心被
日本一直牵着鼻子走。

有评论称，眼下亚太地区局势发展十分微妙。日印
两国不断进行的海上联合军演，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性。

“由于日印之间的安全和军事合作日益增多，出现了
日本和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在印度洋乃至亚太地区炫耀武
力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地区和平发展与稳定的。”
周永生说。

呼吁和平对话是主流

一直以来，中国与俄罗斯都认为，仅仅通过一再收
紧的制裁未必能够缓解半岛紧张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6
日在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就指出，不可能只通过制裁
和施压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一方面，国际社会应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出声
音，让朝鲜感到这样下去会面临更多困难。另一方面，
国际社会也必须让朝鲜感觉到弃核之后有出路。要回应

朝鲜的关切，要谈判。”王俊生说，“我觉得，现在美国
必须好好思考该如何面对朝鲜问题了。”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所说，当前，国际社会
呼吁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声音是
主流。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倾听国际社会的理性呼声，保
持冷静，而不是相互刺激，火上浇油。

题图：美媒称，美国空军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
在太平洋地区部署 F-35A 战斗机。图为美国空军 F-35A
战机编队飞行训练。 （资料图片）

如今手套
不仅有保暖功
能，更是高科
技的载体，手
套和高科技的
组合为人们生活“擦”出了更多火花。

近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研究人员发明出了一种低成本智能手
套。这种手套可以自动将美国手语翻
译成能够显示在智能手机或电脑上的
数字和文本。使用这种手套的时候，
佩戴者只需要在手语字母表中标记字
母，然后通过不同的电阻差异来识别
字母。这些差异能够使计算机识别出
不同的字母，然后通过蓝牙将信息传
输出去，整个过程不需要用到摄像
头。据悉，这个手套里的组件加起来
不到100美元。未来这个项目有很大
的商业化前景，可以应用在机器人手
术、医疗培训和游戏等领域。这种低
成本高效能的手套，将会为盲人生活
提供很多便利。

此前，日本开发了一款支持触觉

反馈的虚拟现实手套，其采用力反馈
来实现沉浸式环境内的物理感知，对
用户的动作提供反作用力，让人真实
地感受到虚拟物体。手套由电机组合
来模拟出用户触碰到虚拟对象的感
觉。例如，当挤压虚拟球形物体以产
生触摸错觉时，马达可在拇指和手指
之间产生阻力。当用户触摸不同的虚
拟对象，并作出抓取、推拉等动作
时，手套通过内置的组合马达产生阻
力，从而为用户带来逼真的虚拟现实
触觉反馈。而手套的外骨骼设计可有
效避免用户体验时手套过于松动而丧
失沉浸感，手指关节的弯曲度和手指
的力度都能准确传达，以便用户与虚
拟对象自然地交互。这个手套不仅会
用于虚拟现实体现，还会在操作机器
人或帮助病人康复方面大显神通。

与触觉反
馈虚拟现实手
套相似的，是
加拿大西蒙·
弗雷泽大学实

验室开发出的触感互连手套。当手指
在其中一个手套中弯曲时，动作被传
送到戴着另一手套的远程伙伴那里。
通过手套内置的触觉传感器，允许佩
戴者能够“感觉”到动作变化。为了
捕获弯曲动作，内置传感器与微控制
器相联。传感器可为每个弯曲动作提
供一个相应的数值，并使用无线网络
无线模块将数值传输到“触摸”手
套。传感器也被放置在手指的手掌侧
边上，以便更好地感觉触摸动作。两
个手套上面安装的软开关可允许任何
一方开启触摸动作。这个手套能够帮
助异地恋情侣共同分享情感，让距离
不再是爱情的阻碍。

小小的手套遇上强大的科技摇身
一变成为生活的新帮手，手套加科技
给生活带来更多新体验。

别再给朝鲜半岛火上浇油
本报记者 张 红

别再给朝鲜半岛火上浇油别再给朝鲜半岛火上浇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红红

在推动对朝鲜实施严厉制

裁的同时，美国还在加紧武装日

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取消韩

军导弹弹头的载荷限制、或向日

本提供进攻性武器……这无疑

让半岛的“火药味”更浓了。

★环球热点★环球热点

美借机加紧武装日韩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推特上发文称，将允许
日本和韩国大量增加从美国购买最先进军事装备
的数量。从近期美国与日本、韩国高官表态来
看，未来美与韩日之间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将
会进一步加深。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6日刊登了题为
《特朗普：美国可能增加对亚洲盟国的军售》的报
道。当地时间9月4日晚，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通话，针
对现行的韩美导弹方针，为提高韩国导弹攻击能
力，就解除导弹核弹头重量限制达成了协议。两
国首脑刚刚在1日的通话中同意修改导弹方针的原
则，仅时隔3天就“解除弹头重量限制”达成了全
面协议。迄今为止，韩国自主开发的弹道导弹射
程为 800 公里，弹头的重量限制在 500 公斤以内。
根据当天的协议内容，韩国导弹将可以搭载 1-2
吨的弹头。

而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当地时间8日
援引白宫和军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韩方
提出要求，特朗普政府不排除在韩国部署战术核
武器的方案。”

日本也不甘落后。日本 《读卖新闻》9月9日
发表文章称，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在有
关文件中强调，美国有可能向日本提供进攻性武
器。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证实，“战斧”式巡航导
弹或在向日本出售的清单之内。

此外，美国防长马蒂斯6日在与日本防卫相小
野寺五典通电话时表示，他将积极促成日本自卫
队购置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

而且，日本航空自卫队下一步还会购进地对
空拦截导弹“爱国者－3”的改良款“PAC－3MSE”。
日本还计划整修现有的自动警戒控制系统，用于提
高应对“高弹道”导弹的能力，因为导弹发射高度大
幅度提升会导致普通拦截手段很难奏效。

美国提高了调门。据韩联社9月6日报道，韩
国国防部称，美国重申了对区域主要盟友“牢不
可破”的安全承诺。“美国特别强调，它的延伸威
慑承诺将由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所有类
别军事能力来保证。”

“秀肌肉”解决不了问题

“推动对朝鲜制裁以及加强对日韩的武装，毫无疑
问，美国是希望进一步加大对朝鲜施压的力度。此次制
裁对朝鲜的施压力度非常大。禁止纺织品出口将让朝鲜
减少约 1/3的外汇收入、禁止矿产品和海鲜的出口也会
让朝鲜减少约1/3的外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另一方面，美国开始放松对韩国的军事限制。不仅对
朝威慑力度更大，也回应了韩国国内要求加大对朝威慑
的呼声。虽然特朗普威胁过不放弃武力解决，但是无论
是美国政府还是智库，都相信通过全面制裁进行施压是
成本代价最小的。”

韩国其实选择余地很小。“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全球
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美韩关系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美国一直试图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掌控
韩国。特朗普威胁退出美韩自贸协定以及同意对韩解除导
弹弹头重量的限制，正体现了这一方针。”王俊生说。

安倍政府的“军国梦”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
略一拍即合。一方加紧武器兜售，一方加紧扩充军备。
正如美国 《华尔街日报》 引用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
威夫特的话所说，朝鲜最近的一系列导弹和核试验活
动令美国与日韩等盟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他还称，美
国对于向朝鲜半岛输送更多战略资源持开放态度，包
括部署航母。

美国的态度依然强硬。白宫5日表示，美国着眼于
通过严厉的外交和经济措施来推进朝鲜无核化，这些措

施目前不包括对话。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现在我
们还不能花很多时间来着眼于同朝鲜会谈。”

“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靠制裁施压解决不
了问题。”王俊生说，“美国似乎依然迷信‘秀肌肉’施
压。不改变这种思路，不利于解决半岛问题。目前美国
的表态与措施只会让朝鲜半岛局势更紧张。”

分析指出，美国向韩日出售更多先进武器，无疑会
进一步增加韩日的军事实力，韩日拥有更多先进武器
后，看似满足其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急迫需要”，却很
可能将朝鲜逼入死角。

美国对韩国的军事松绑也令人担忧。专家指出，韩
国得以在近年来大力发展其自主导弹技术，与美国不断
放松对韩国研发和装备导弹的限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近
年来，朝鲜一直致力于研制中程乃至洲际弹道导弹，并
且已取得不小的成就。一旦放开对韩国装备中程弹道导
弹的限制，则可能在未来引发半岛地区新一轮的弹道导
弹军事竞赛。

而且，作为具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常规中程弹道
导弹，其实际作用远不止于静态的“威慑”和“力量平
衡”，而使韩军在未来可能拥有打击范围远超目前打击
能力的武器，并且对周边地区的军事目标具有广泛的威
胁和打击能力。这无疑将韩国的对外军事威胁能力从半
岛地区拓展到东北亚的周边国家。

王俊生指出，“萨德”导弹本身只是一种反导拦截
弹，难以用于进攻，其真正的核心技术是 X 波段雷达。
该雷达宛如一个高倍望远镜，基本能将中国的冀鲁江浙
一带尽收眼底。比起应对威胁，“萨德”主要损害的是
中俄的利益。

安倍访印——

日印迎来“热恋期”？
于川梓

图为艾哈迈达巴德路边广告牌。
（来源：印度时报）

手套和科技“擦”出新火花
田 晨

第72届联合国大会9月1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图为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第第7272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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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孙少锋摄图为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孙少锋摄

俄表示愿与朝就半岛问题紧密对话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布尔米
斯特罗夫 12 日在莫斯科出席朝鲜国庆招待会时说，
俄愿意与朝鲜就解决朝鲜半岛所有问题进行最紧密
对话。布尔米斯特罗夫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俄希
望朝鲜领导人“表现出智慧以及对以政治和外交方
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愿望”。

联合国安理会11日一致通过第2375号决议，决
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此项决议是安理会针对朝鲜3
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作出的反应，是 2006年以来安
理会第九次通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美国得州总检察长起诉哄抬物价企业

据新华社电 美国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12日宣布，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已经对当地3家在

“哈维”飓风期间哄抬物价的企业提起诉讼。
来自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声明说，这3家企业包括

两家加油站和一家酒店。其中，酒店在飓风期间每
晚的房价涨至平时的3倍，两家加油站也大幅上调汽
油价格。其中一家在飓风期间将无铅汽油价格上调
到每加仑9.99美元，为平时的3倍多。

根据得州法律，灾害状态下任何人不得过度提
高汽油、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价格，否则可能被处
以2万至27万美元罚金。

据得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统计，“哈维”飓风期
间，办公室共接到3300多起有关哄抬物价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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