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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已久，聚焦全球议题

从中国西安和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家
乡外交”，到如今武汉东湖之畔的非正式
会晤，中印两国领导人又一次共同吸引全
球闪烁的镁光灯。

在 4 月 27 日的会见中，习近平指出，
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开展伟大的合作，能
够产生世界影响。希望我同总理先生在这
里的会晤能够掀开中印关系新篇章。

“中印关系改善的气息飘荡在空气
中。”《亚洲时报》刊发社论称。

对于这次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外
媒纷纷感叹不同寻常。

《日本经济新闻》 称，中国领导人不
在北京而特意前往地方城市迎接外国领导
人，这种情况除了国际会议之外非常少
见。对于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从 2017 年 9
月前往厦门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到
如今赴武汉进行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再到今年 6 月将去青岛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峰会，一年之内三访中国，频率之高，引
人关注。

“此次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非心
血来潮，临时起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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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作为全球两大发展中国家
以及两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二
大、第六大经济体，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双方都认为应该成为一种全球性伙伴，
相互协商、处理地区乃至全球性问题。”

莫迪在参观精品文物展时也表示，我
们要增进相互理解，发挥两国智慧，携手
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放下嫌隙，力挺多边主义

作为一山之隔的邻居，中印两国一度
因为洞朗对峙关系趋冷。不过，敏锐的舆
论发现，双边关系正在迎来和煦春风。

“两国关系是此次会晤最重要的议
题。”姜景奎认为，此次会晤将是两国寻
求新交流模式的机会，中印寻求超越边境

问题发展更加成熟的关系，并且尝试找到
政治、经济和地区合作的新领域。

在印度 《第一邮报》 看来，中印接触
的动力显而易见。两国都期待利用贸易和
商业活动作为管控战略分歧的支点，实现
关系正常化。

数据显示，2017年，中印双边贸易总
额达 844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
保持印度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报道称，改善脆弱的经济关系是此次
重启双边关系的重要一环。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李莉认
为，2017年发生的洞朗对峙促使印度开始
反思处理对华关系应该更加理性。近期，
在印度国内，与中国发展关系、维护中印
和平稳定实际对印度更加有利的声音再次
强大起来。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变化进一步加
快两国走近的步伐。如 《印度斯坦时报》

发表社论所言，全球舞台上的一系列事态
发展促使中印两国考虑扩大合作的可能
性。

其中，美国挥动的贸易保护主义大
棒，让中印两国尤其意识到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的紧迫性。于印度而言，美国的保护
主义意味着其对美服务贸易恐怕难逃冲
击，特朗普政府充满不确定性的对外政策
则让其意识到寻求一个靠谱合作伙伴的重
要性。

俄新社指出，促使莫迪向中国迈出这
一步的原因在于，新德里跟北京一样，不
喜欢贸易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起步之
时。这只会令中印两国失去发展的前景与
机会。《印度教徒报》 也指出，印度和中
国都是多极世界的捍卫者，特朗普发起的
贸易战为中印新的双边关系构建基础。

对两国而言，在全球事务上的更密切
合作意味着更大利益。

共识清晰，合作开创未来

中印趋于协调的步伐背后是日渐清晰
的共识。

“一方面，两国都需要和平发展，中
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应和平解决；另一方
面，两国都感受到自身对地区乃至全球的
责任和义务，两国的发展是对全球 2/5 人
口 的 贡 献 ， 影 响 整 个 世 界 的 和 平 与 稳
定。”姜景奎指出，基于这些共识，中印
两国可以站在更为高瞻远瞩的立场，积极
有效地管控摩擦和冲突。

印度曼尼帕大学地缘政治系主任那拉
帕特认为，中印两国领导人有一个共识，即
中印需要合作，让21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

未来，不难预见，中印之间的“亲密
往来”还将继续。《印度斯坦时报》 指
出，日益增加的接触可以帮助中印为解决
更具争议的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中的刺激
因素奠定基础。这次会晤应被视为彻底重
启中印这对重要关系的第一步。

中印1+1不仅等于2，更等于11。两个
超过10亿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大国若能用信
任代替猜忌，以对话管控分歧，靠合作开创
未来，产生的“化学反应”无疑令人期待。

“如果中印之间能够建立持续的、积极
的合作关系，那么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的
发言权会越来越大，目前一极独大的国际
格局也将有所改善。从长远来看，两国在
维护对自身、对地区乃至对全球都有利的
原则方面，作用将更为突出。”姜景奎说。

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在此前访问中
国时也曾表示，作为两个正在开展现代化建
设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关系超越双边层面，
对整个地区和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两国领
导人已达成一项共识，即在全球充斥不确定
性的时期，中印关系能够成为一个稳定因
素，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分歧变成争端。”

1954年，在中印达成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之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到访武
汉。64年之后，这座中国中部第一大城市
再 次 迎 来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 龙 象 之
会”，而世界也将再次见证“龙象共舞”
的美妙盛景。

龙象共舞应对百年变局
本报记者 严 瑜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到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化
学反应”？

4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会见来华进行非正式会晤
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据悉，
双方将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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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亿美元

为期两天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日前在布鲁塞
尔闭幕。与会各方同意 2018 年共同出资 44 亿美元，
用于叙利亚人道主义援助。

根据会后发布的联合主席 （欧盟和联合国） 声
明，与会方还承诺出资34亿美元用于2019年至2020
年的叙利亚人道主义援助。来自57个国家、10个地
区性组织、19个联合国机构和25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
代表参加了会议。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冲突迄今已
导致30多万人死亡，超过130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7万吨

俄罗斯海军负责武器装备的副总司令布尔苏克
近日在圣彼得堡对媒体表示，俄罗斯计划建造的新航
母排水量在7万吨以上，使其能够承载更多飞行设备。

俄罗斯海军此前表示，可能于 2025年签订建造
核动力航母的合同，并预计2030年接收。

俄罗斯现在拥有的唯一一艘航母“库兹涅佐
夫”号 1991 年开始服役，目前军方正在对其维修，
以延长其服役期限。

400亿欧元

德国航空航天产业协会主席克劳斯·里希特日前
在柏林国际航空展开幕式上说，德国航空航天产业
2017 年销售额比 2016 年增长 6％，达到了创纪录的
400亿欧元。

里希特说，德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强劲增长源于
近年来全球民用航空的大发展，“全球每架客机都运
用了德国技术”。目前德国航空航天产业有雇员
10.95万人，也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该协会发布
的数据还显示，2017 年德国航空航天产业销售额
10％的资金用于研发。

21万人

肯尼亚红十字会近日说，由于3月以来持续大规
模降雨，肯尼亚多个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目前已造
成21万多人流离失所。

肯尼亚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说，遭受洪涝灾害最
严重的地区包括首都内罗毕、西部的基苏木和纳罗
克、东部的基利菲和塔纳河、南部的马库埃尼等郡
以及北部的几个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致使大
量民房和农场遭到破坏，道路等基础设施被冲毁。
洪水还造成许多牲畜死亡。 （均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七国集团（G7）在国际舞台上日趋式微早已
是不争的事实。日前，G7外长会又演故伎，在其联合公
报中对东海、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对中国人权状况妄加
评论，肆意抹黑，刷存在感的技穷之态尽显无疑。

G7的上述言论不仅罔顾事实，而且明显是无事生
非，妄图再次在东海和南海搅起风浪。众所周知，关
于海上问题，中方始终致力于同直接相关当事国通过
谈判协商妥善管控和解决有关争议，推进各领域合
作，共同维护东海和南海的和平稳定，维护航行和飞
越自由以及海上航道安全。关于人权问题，中国政府
一贯高度重视和促进人权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
瞩目，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发

展的焦虑感越来越强，总在想方设法抹黑中国。而发
表不负责任的出格言论来“上头条”，是治不好自己的
焦虑症的，G7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G7的确曾风光一时，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二十国集团 （G20） 的登场，其式微之势已不可扭转。
有事没事打打“中国牌”似乎已成为G7刷存在感为数
不多的招数。有媒体统计，自2015年以来，G7连年在
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说三道四。

按理说，G7的主要任务是协调西方宏观经济政策。
当前，G7各国自身问题多多，经济复苏乏力，社会问题凸
显，不集中精力打扫自家庭院，却对中国指手画脚，实在
属于角色迷失。再说，世上也没多少人愿意听 G7 年复
一年颠倒黑白的絮絮叨叨。 （据新华社电）

妄议中国无助G7刷存在感
吴黎明

妄议中国无助G7刷存在感
吴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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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第 32 届瑞士日内瓦国际图书展拉
开帷幕。该书展是瑞士重要书展活动之一，从

1987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图为参观者在瑞士日内
瓦国际图书展上看书。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美国施压不断

今年以来，美国在伊核问题上施压动作不断。
2018年 3月，特朗普大幅调整其外交团队，更换

与自己在伊核问题上意见不合的国务卿蒂勒森，提名
主张对伊朗态度强硬的蓬佩奥接任。

3月 22日，特朗普又提名有“战争鹰派”之称的
约翰·博尔顿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3 日，美
国祭出制裁大棒，以涉嫌实施恶意网络活动为由对伊
朗实施制裁。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面对前来“挽救”
伊核协议的马克龙，特朗普以愤怒的言辞怒批伊核协
议，认为该协议“是一笔可怕的交易，它从来不应该
签署”。与年初宣称给欧洲国家修改协议“最后一个
机会”的表态相比，特朗普谋求退出伊核协议的态度
日趋强硬。

伊朗毫不妥协

面对美国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的持续施压，伊朗立
场强硬，毫不妥协。

4月8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表示，如果西
方国家背弃伊核协议，伊朗将在4天内重启20%丰度铀
浓缩活动。24 日，伊朗总统鲁哈尼警告特朗普不要退
出伊核协议，否则将面对“严重后果”。同日，伊朗最高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阿里·沙姆汗尼指出，若国家利
益受到威胁，伊朗可能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在表明立场的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实际行动亮明
态度。

4月 18日，伊朗举行建军节阅兵式，展示多种伊
朗自行制造或引进的主战装备。阅兵式上，鲁哈尼抨
击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叙利亚是“侵略行为”。

“毁约”只是手段

有分析认为，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对美国并不
“划算”。

首先，退出伊核协议将降低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公
信力和国际信用，极大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其次，
伊核协议符合欧盟利益，美此时退出，恐将加大美国
与欧盟间的裂痕。此外，作为中东地区军事强国，伊
朗一旦重启核计划，势必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
存在，甚至美国本土产生严重的安全威胁。

分析指出，美欲退出伊核协议，不是目的，而是手
段。以“毁约”相威胁，美欲迫使伊朗接受令其满意的
修约条款或者新版协议，进而达到遏制伊朗的目的。

2017年底，特朗普曾发表讲话，称美国及其盟友已
经意识到，中东主要矛盾不再是巴以冲突，而是来自
伊朗的威胁。面对伊朗的“威胁”，作为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之一的伊核协议，就成了遏制
伊朗的不二之选。而作为多边条约，单方面退出对于
美国来说成本极高。因此，对协议进行修改，使其符
合美国利益，并迫使伊朗就范成为了最理想的方案。

在伊核协议存废问题上，美国理应尊重国际共
识，放弃单边主义，三思而后行。 （来源：新华网）

题图为日前，伊朗总统鲁哈尼 （中） 在德黑兰一
场纪念活动上听取有关核成就的讲解。鲁哈尼当天
说，伊朗核工业不取决于伊核协议的存废，伊朗无论
如何都将继续推进核技术发展。 新华社/美联

制裁豁免“大限将至”

美国真要撕毁伊核协议？
徐海知

5月 1 2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对伊核问题的制裁豁免的最
后期限。特朗普称，如果届时没
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美国将
退出伊核协议。

自去年1 月上台后，特朗普多
次声称伊核协议是美国“史上最
吃亏的协议”，有“灾难性缺陷”，
不断释放退出伊核协议的信号。
随着伊核协议最终立场的截止时
间日益临近，这一次，特朗普真的
会执意退出伊核协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