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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访“开创性”往来热络

据美联社报道，这几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
在进行的访印之行，不仅是他首次到访印度，也是以
色列总理15年来的第一次。

除了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正式会谈、拜访印度总
统科温德之外，内塔尼亚胡的行程还包括拜访甘地
陵、访问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出席印度—以色列首
席执行官论坛会议等。

关于这次访问，印以两国都已早早释放积极信
号。印度外交部透露，两国预计将签署一系列关于网
络安全、能源与太空合作以及电影制作方面的协议。

《印度时报》报道称，两国将借此次访问进一步深化贸
易与防务领域的合作，包括可能签署数百万美元的以
色列反坦克导弹合同。

内塔尼亚胡在出发前也向记者表示，此行将为以
色列在安全、经济、贸易、旅游及其他领域的利益服
务，以色列正在加强和印度的关系。

事实上，印以“交情”不浅，2017 年是两国建交
25周年。“此前，考虑到阿拉伯世界的感受，印度不太
愿意声张和以色列的关系，双方也没有通过高层互访
等正式的外交方式宣扬这种关系。”中国社科院西亚非
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然而，近一年来，印以双方相互示好日渐显眼。
2017年7月，莫迪进行为期3天的访以之旅，成为首位到
访以色列的印度总理。对此，双方都给予高度评价。莫
迪称首次访以之旅对两国而言是“开创性”的，内塔尼亚
胡则称赞两国政府首脑会晤是加强两国关系的“非常重
要的一步”。

“如今，内塔尼亚胡在莫迪访以不到一年之后就访
问印度，而且是在印度近来投票同意谴责美国总统特
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来访，访问时间
还长达 6天，这让此行值得关注。”北京大学南亚研究
中心主任姜景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2017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
过了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提案，印度
是投赞成票国家之一。不过，这似乎并未影响印以两国
想要拉近关系的心情。如内塔尼亚胡所言，尽管印度在
联合国投赞成票一举令以色列失望，但“一张选票不会
影响在其他许多投票和访问中看到的大趋势”。

互抛“橄榄枝”各有所谋

从过去低调的务实合作，到如今高调的互抛“橄

榄枝”，印以态度转变的背后，各有考量。
军事合作，尤其是武器销售，是印以双方共同的

兴趣所在。以色列 《国土报》 称，在 2017年印度总理
莫迪访问以色列期间，两国就签署了价值5亿美元的军
火协议，其中包括以色列向印度提供多达 8000枚“长
钉”单兵反坦克导弹及 300 多个发射器。据悉，这款

“长钉”导弹性能出色，被称为美国“标枪”反坦克导
弹的价廉物美版。

“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色列拥有美国大部分的
最先进武器，而且价格更为便宜。”姜景奎指出，印度
和以色列走近，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看重和以色列在军
事、国防领域的合作空间。

当然，印度的目光并不只停留于军火订单。自上
台以来，莫迪明显加快了推进印度强国崛起的步伐，
并且掀起一阵“外交旋风”。“从莫迪的个人性格和执
政志向来看，他在外交上更加强势，希望印度在地区
平衡中发挥更大作为。”殷罡分析称，为此，此前印度
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就明显密切不少。

在 2017年举行的东盟峰会期间，印度、美国、日
本和澳大利亚举行“印度洋—太平洋+”首次会议，被
外媒视为是四方安全对话形成的第一个大动作。如
今，和以色列加强往来，同样是印度外交战略的重要
组成。

“和以色列深化关系，实际也能对印度和美国之间
的交流起到辅助推动作用。”姜景奎指出，印度希望借
助印以关系，进一步推动印美关系的发展。

而对于以色列而言，印度的主动走近，正合其
意。作为全球主要的武器出口国之一，以色列自然

“垂涎”印度需求可观的武器进口市场。据路透社统
计，为了应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和挑战，印度已经
成为以色列武器的最大买家。据悉，此次访问印度，
内塔尼亚胡也带来了130名企业家，显示出希望与印度
多做生意的意愿。

更为重要的是，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
世界长期对立。在国际社会，除了美国这一盟友之
外，以色列并未得到其他大国的明显支持。“以色列一
直渴望像俄罗斯、印度这样的地区性大国给予其实质
性支持。”姜景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莫迪去年访
以，让以色列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外交突破口，“对
以色列来说，和印度走近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

义”。这样看来，内塔尼亚胡近来兴冲冲回访，也就不
足为奇。

距离“蜜月期”为时尚远

2017年5月，在莫迪到访以色列之前，以色列驻印
度大使丹尼尔·卡蒙曾表示，2017 年是印以建交 25 周
年，在下一个 25年里，印以将会加紧合作，两国的蜜
月期即将到来。

如今，两国政府首脑接连到访，关系快速升温，
巴以之间的“蜜月期”真的如期而至了吗？

“其实，印以双方所需求的并不对等。印度希望从
以色列那里获得的是武器和印美关系的发展，而以色
列面临最大的问题则是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印度能
否如以色列所愿，冒着被整个阿拉伯世界反对的风
险，在道义上支持以色列，目前看来很难实现。”姜景
奎指出，当下双方会为一些现实利益有所合作，但要
说两国已经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友，仍为时尚早。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印度在中东地区坚持相对谨
慎的外交路线，在巴以问题上也向来持有利于巴勒斯
坦的态度。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依赖来自
海湾国家的石油进口，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印度国内庞
大的穆斯林人口。现在，印度虽然对以色列更为主
动，但也不可能全然不顾阿拉伯世界的感受。近日，
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提案
投票中，印度投出的赞成票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
当下的顾虑。

殷罡也认为，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都正在进行新
的力量整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印以两国在地区安
全、国际格局等诸多问题上还有很多需要充分交流的
问题。“所谓‘蜜月’，只是双方现在都对彼此很热
情，但并不能说就已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棋局”中，印度显然不敢太
过草率，尤其不会轻易忽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平
衡。“印以两国走近，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某种不满。
如果印度只注重和以色列的单线发展，那就可能在中
东面临一种新的态势，其损失只会大于其所得，对印
度反而不利。”姜景奎说。

利益权衡之下，印度和以色列虽然看似交情不
错，实际仍难“交心”。

高层互访频繁示好 利益所驱各有顾虑

印以交友容易交心难
本报记者 严 瑜

近来，印以关系明显升温。1月14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印度新德里，展
开长达6天的访问。印度总理莫迪改变原
定只由一名内阁成员前去迎接的计划，亲赴
机场，给了内塔尼亚胡一个不小的“惊喜”。
印度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印，被认为
是2017年两国政府首脑“开创性”会晤的延
续。你来我往，印以颇为热络。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据法新社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波兰前总理唐纳德·图斯
克日前表示，对于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来说，留在欧盟的
好处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收支平衡。如果有一天波兰给欧盟缴
纳的“会费”，即预算认缴份额，超过所获拨款，波兰可能会步
英国后尘，寻求脱离欧盟。

利益受损影响波欧关系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欧盟即将就下一个7年财政预算展开谈

判，并解决英国“脱欧”后带来的预算缺口问题。
据悉，欧盟预算主要来源于成员国，也用于成员国，其中

英国是预算的主要“贡献国”，波兰则是欧盟基金的最大受益
国。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员京特·厄廷格日前表示，预算缺
口将由成员国新增缴纳金额和缩减预算开支来填补。波兰对该
计划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警告说这种减支措施“太简单”。

除了预算削减外，波欧还在难民“分摊”计划、波司法改
革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对抗。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反对
欧盟按照配额接收难民的方案。2017年12月底，欧盟委员会以
波司法改革违反欧盟的法治原则为由，建议启动 《里斯本条
约》 第 7 条的惩罚条款，暂停波在欧盟机构以及事务中的表决
权。波兰指责欧委会决定带有政治色彩且不合法。

“波欧关系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欧洲媒体担忧波兰有可能
成为继英国之后下一个“脱欧”的欧盟成员国。分析认为，如
果波兰不是欧盟基金受益国的话，其“脱欧”动机将随之增大。

此消彼长导致矛盾重重
波欧关系紧张的背后，是双方长久以来矛盾的累积和爆发。
近年来，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在国家政

策和利益上更加注重自主权和话语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
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波兰在不久的将
来会成为欧盟预算的“贡献国”，而不是现在的“受益国”，这

个转变将使得波兰在欧盟内的话语权逐渐上升，拥有更多讨价
还价的能力，这是波欧矛盾的根本原因。

波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上台以后，在很多政策和机制方面
上进行了调整，而这些变化和欧盟发生了冲突，导致波欧矛盾
越来越多。有分析人士把这解读为双方价值观的分歧，如波司
法改革就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欧盟所坚持的政治原则和价值
观。

“现在对于波欧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矛盾公开了，而且双方
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妥协。”崔洪建表示，一直以来，西欧
大国享有更多话语权，并将其意志上升为欧盟的意志，波兰对
此抱有不满。“波欧矛盾，很多时候是波兰和西欧国家的矛盾。”

斗而不破勿使矛盾激化
欧盟内部的“东西方”矛盾激化，对于目前前途未卜的欧

洲一体化进程来说并非幸事。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保加利亚希
望波欧关系在走入“死胡同”前能够“急刹车”，不要发展到成
员国就《里斯本条约》第7条进行表决的地步。

崔洪建认为，目前，波兰还能从欧盟拿到不少好处，而且
当初波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考虑，是要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因此在这个因素还存在的情况下，“从短期或从中期来看，波兰
还是会和欧盟保持一种既斗争又不破裂的关系。”

分析认为，受大国博弈以及美国在欧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西欧国家并不完全信任后期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认为
它们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利益上，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融合度
不是那么深，而这种单向的不信任渐渐发展为双方的互不信任。

崔洪建认为，未来波兰是否有“脱欧”的可能性，取决于
欧盟怎么做，即能否改善此前西欧大国主导欧盟的治理方式，
并在体现成员国的主张和维护欧盟团结与合作之间找到一种平
衡。这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果处理不当，“那
么波兰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有‘脱欧’倾向的国家。”

波兰要“脱欧”可能性不大
陈秋圆

铸造“金熊”
第 68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于

2月15日至25日举行。“金熊奖”是
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

大图：1月 15日，在德国柏林，
一名工作人员制作“金熊奖”奖杯。

小图：用于制作奖杯的“金熊”
雕像。 新华社/欧新

数 字 天 下

89人
据利比亚安全部门和卫生部门消息人士

透露，利首都的黎波里米提加国际机场附近
15日遭武装分子袭击，目前已致89人伤亡。

利比亚内政部下属负责机场安保的特别
行动部队发表声明说，一个名叫“巴沙尔·拜
盖拉”的民兵组织实施了这次袭击。特别行
动部队公布的照片显示，大量坦克和装甲车
部署在机场周边区域，机场内有浓烟升起。

的黎波里战地医院院长阿卜杜达耶姆·拉
比里表示，冲突已造成 20 人死亡、69 人受
伤，其中包括平民。伤亡人数还有可能增加。

图为 1 月 16 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米提加
国际机场拍摄的一架在武装冲突中被损毁的非洲
航空飞机。 哈姆扎·图尔基亚摄 （新华社发）

2年
孟加拉国外交部 16日发布声明说，孟加

拉国与缅甸计划在遣返开始后2年内完成罗兴
亚难民遣返工作。

声明说，孟加拉国与缅甸关于罗兴亚难
民遣返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15日至16日在缅
甸举行第一次会议。孟缅双方讨论和形成了
关于罗兴亚难民的安置方案，表示将加快罗
兴亚难民遣返速度，在遣返工作开始后的2年
内完成相关人员的遣返。

根据安置方案，孟加拉国将建立5个过渡
营地，被遣返人员将从过渡营地回到缅甸的2
个接收营地。缅方将提供临时住所并尽快修
建房屋来安置被遣返人员。

928千克
斯里兰卡政府日前在科伦坡市郊公开销

毁了928千克可卡因，总价值约167亿斯里兰
卡卢比 （约合7亿元人民币）。

斯警方发言人鲁万·古纳塞克拉表示，警方
于2016年9月从一艘从厄瓜多尔经斯里兰卡前
往印度的船上发现了上述928千克可卡因。

斯法律、秩序和南部地区发展部长萨加
拉·拉特纳亚克表示，一些海外毒贩将斯里兰卡
作为运输毒品的经停点，本次公开销毁毒品将
对毒贩起警示作用。未来斯里兰卡将同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等国际机构加大执法力
度，打击毒品买卖和运输。 （均据新华社电）

图为 1 月 15 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市郊，警
方人员销毁可卡因。 新华社/路透

图为1月15日，在印度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右）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媒体见面。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