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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扔得掉美国“保护伞”吗？
严

环 球 热 点

刘雨溪

现任总统文在寅在竞选期间，再次将
这一话题提到显眼位置，承诺如果当选，
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指挥权。韩国军方此
前也有提议称，力争在 2025 年至 2026 年收
回这一权限。
目前，韩国寻求“独立”的步伐正在
悄然向前。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现阶
段掌握的不少卫星图像和视频情报均来自
美国军方。为减少对美军的依赖，韩国军
方计划 2019 年引进两架“全球鹰”高空无
人驾驶侦察机，2020 年组建侦察飞行团，
并于 2020 年至 2022 年部署 5 颗侦察卫星。

对美国的依赖，自然想收回这一权限。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第七届地方议员
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于 5 月 13 日进入
倒计时 30 天。本届选举被视为选民评价文
在寅政府的“晴雨表”，预计韩国政坛将
展开激烈的议席保卫战。孙承指出：“此
时提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不排除文在
寅政府也想以此吸引选民的注意力，提高
民众支持率。”

结果仍存变数

泰国举行
春耕播种仪式
日前，泰国举行一年一度的春耕播种仪
式，这标志着水稻种植季的开始。
图为 5 月 14 日，在泰国曼谷，人们穿着
传统服饰参加春耕播种仪式。
拉 亨摄 （新华社发）

在南部非洲，有着“鳄
河”之称的林波波河在莫桑比
克加扎省首府赛赛汇入印度
洋，浩荡的碧波经年累月冲刷
着非洲大地，在这里形成千里
沃野。这里的居民常挂在嘴边
一个中文词，就是“万宝”。
“加入万宝后，我的生活变
好了。我现在建了新房，还能供
得起 5 个孩子上学了。”农妇玛蒂
尔达指着自家的稻田高兴地说。
得益于这里的中国农业项
目开发安置计划，玛蒂尔达得
到 1 公顷土地，参加合作种植并
接受种粮技术培训，“我希望未
来自己能成为大农场主”。
玛蒂尔达口中的万宝，指
的是万宝莫桑农业园项目。该
项目是目前中国在非洲最大规
模水稻项目，也是中莫两国合
作重点项目之一。项目集水稻
种植、仓储、加工、销售于一
体，规划开发 2 万公顷可耕种土
地，通过培训当地农户，带动
周边 8 万公顷水稻种植，以期形
成 10 万公顷的种植规模。玛蒂
尔达的这 1 公顷，就是规划种植
面积的十万分之一。
家住赛赛市区、62 岁的安
东尼奥自豪地说，自己有 40 公
顷土地。令这位种粮大户不停
感叹的，是中国农业项目带来
的先进种植技术。
“以前我只有一台旧拖拉
机，累死累活，每公顷土地也
只能收获一吨半稻谷。通过万
宝项目培训，我学会了更先进
的种植技术，还学会操作更现
代化的水田旋耕机，现在每公顷稻田产量能到七八
吨，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安东尼奥说。
2013 年加入万宝合作种植的菲利普，堪称脱贫致
富典型：草房子换成了三居室砖瓦房，最近还买了车。
他细细地算了一笔账，
“ 我和万宝签署种植协议，把稻
谷卖给万宝，
而万宝为我垫付这 1 公顷土地所需的农资
费用，
成本约 2.5 万梅蒂卡尔（约合 2500 元人民币）”
。
“万宝负责土地开垦、沟渠清理、围堰修建，还
教我们如何使用水稻预浸芽种植技术，万宝平整土
地后，中国的农技师就带着我播种。万宝垫付除草
剂、施肥、收割、运输等费用。”
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苏健说，赛赛地区有着得天
独厚的农业条件，而莫桑比克每年仍面临较大粮食缺
口，万宝项目如果实现既定目标，不仅能提高当地民
众收入，还能帮助莫桑比克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据万宝莫桑农业园项目管理方中铁二十局莫桑比
克公司总经理郭炜介绍，仅在上一个种植季，项目完成
水稻种植总面积 2200 公顷。2018 年以来，同万宝签订
合作种植协议的本地农户达 450 户，
面积达 800 公顷。
“过去种粮赔钱，现在种粮收入可观，如今本地
农户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争相同万宝签订合同种
植水稻。”郭炜说，“未来，万宝莫桑农业园项目还
将探索打造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园，推动莫桑比克实
现农业现代化。”
（据新华社电）

聂祖国

时间表已出，韩国能否在 2023 年如期
收回战时指挥权？分析普遍认为，韩国愿
望虽然强烈，但是前途并非一片坦荡。
多次反复之后，韩国为何近来下定决
孙承指出：“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驻
心，公开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确切时
军，掌握韩国战时指挥权有利于维护美国
间表？
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果韩国收回这一权限，美国在东北亚的既
院研究员董向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认
得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
为，这与文在寅政府的执政理念密切相
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
关。在安全问题上，韩国一直仰赖美国保
任薛晓芃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分析称，只
护，以往保守派政府的立场均是推迟收回
要美韩同盟关系不变，作战时美军就绝不
战时作战指挥权。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发
会将指挥权交到他国手中。
展，韩国逐渐不再甘心一直躲在美国的保
与此同时，韩国在接手战时指挥权的
护伞之下。
问题上也不是全无顾虑。薛晓芃认为，如
2017 年，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强调以
果朝鲜半岛局势再度严峻，韩国仍然需要
绝对国防优势实现朝鲜半岛和平，要求韩
来自美国的保护。
军加快推进国防改革，尽早实现自主国
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瞬息万变。朝中
图为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的首次大规模美韩联合军演。
资料图片
防。“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将成为韩国
社 5 月 16 日凌晨发表公告称，鉴于韩国与
国防自主的标志性事件。”董向荣说。
美国近日开展联合军演等挑衅与对抗行
寅在青瓦台宴请全军主要指挥官时表示，
此外，专家分析认为，坚决反战的态
为，朝鲜不得不中止原本预计于 16 日举行
要以稳固的韩美同盟为基础，尽快构建收
度也是促使文在寅政府收回战时作战指挥
的北南高级别会谈。
历史遗留难题
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条件，韩军掌握韩美
权的一个动因。文在寅政府曾经多次强
有分析指出，从 2008 年开始的“关键
据韩国 《朝鲜日报》 报道，韩国国防
联合防御的主导能力是关键。
调，和平是韩国的生存战略，在朝鲜半岛
决心/秃鹫”和“乙支自由卫士”美韩联
部长宋永武 5 月 11 日在首尔龙山国防会议
不过，美方对此回应并不十分积极。 的军事行动只能由韩国决定，谁也不能在
合军事演习来看，韩国军队暴露出指挥混
中心出席国防预算讨论会期间表示，韩拟
美国 《华尔街日报》 称，虽然韩国要求收
没有韩国的同意下决定军事行动。
乱、情报信息管理差等缺陷，难以达到共
于 2023 年 从 美 国 手 中 收 回 战 时 作 战 指 挥
回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但美国担心韩
当前，朝韩关系出现转圜。美国国防
同防卫的目的。如果不能建立起独立的指
权。参加会议前，宋永武前往青瓦台，向
国还没有做好准备，也不太想放手。
部长马蒂斯于 4 月底表示，如果朝鲜要求
挥体系，即便韩军收回了战时作战指挥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交“国防改革 2.0”方
事实上，美韩双方关于战时作战指挥
以此作为达成和平协议的部分条件，美国
权，在面临突发性大规模外来威胁时，也
案。
权的博弈由来已久。2014 年 10 月，在华盛
将与盟友讨论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一事。 很 可 能 会 再 次 把 战 时 作 战 指 挥 权 交 给 美
据悉，由于朝鲜战争影响，自 20 世纪 50
顿举行的第 46 次美韩安保会议上，美韩商 “如今，朝鲜半岛局势回暖，韩国提出收
军。
年代初起，韩国军队指挥权长期由驻韩美
定再次推迟移交战时指挥权，从原定的
回战时指挥权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中国
归根结底，韩国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
军掌握。1994 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
2015 年 12 月 1 日推迟至 2020 年代中期。一
政法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孙承在接受本
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只有切实推
指挥权，但始终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些分析认为，这一决定某种程度上可被看
报采访时称，拥有战时指挥权是民族独立
动朝韩关系改善，韩国才真正有底气扔掉
2017 年底，韩联社就有报道称，文在
作无限期推迟移交时间。
的象征。韩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要摆脱 “保护伞”。

试图摆脱依赖

图为在万宝莫桑农业园，收割机在稻田里收割。
（新华社发）

中国﹃致富经﹄扎根莫桑比克

韩国 《朝鲜日报》 近日援引韩国防部长官宋永武的话
称，韩国如果能在 2023 年完成新一轮防务改革，届时将从美
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报道称，这是韩国军方首次公
开提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确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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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产品进口交易会开幕

5 月 14 日 ，美 国 将
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
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据
韩联社报道，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胡、美国副
国务卿沙利文、财政部
长姆努钦、美国总统特
朗普女儿伊万卡及其丈
夫库什纳等人参加了开
馆仪式。

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美国成心捅破巴以“马蜂窝”
曾繁强
间出了一张错误的牌。

新馆“挂牌”引争议
“祝贺！这一天我们等了很久。”当天，并未亲自出席
开馆开幕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视频的方式致辞道。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开幕式上激动地表示，“特朗普总
统创造了历史。”
美国迁馆一举引发巴勒斯坦强烈抗议。巴勒斯坦总理
哈姆达拉谴责美国政府的做法是鼓励以色列继续侵占巴勒
斯坦土地，毁灭巴勒斯坦人的建国目标。
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迁馆决定多持保留态度。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是
消极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则表示，美方的这一行为践
踏了国际法，违背了联合国相关决议。
欧洲盟友也大多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划清界限”。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仅匈牙利、罗马尼
亚、捷克和奥地利 4 国派代表出席开馆仪式。
法国爱丽舍宫发布公报称，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法国
不赞同美国在耶路撒冷开设驻以使馆的决定。英国外交大
臣鲍里斯·约翰逊表示，美国的迁馆行为，是在错误的时

一味偏以有深意
分析认为，美国不顾捅破“马蜂窝”的危险，宣布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强行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
冷，其背后有多方面考量。
“犹太智囊及财团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是美国巴以政
策的重要动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
析，特朗普政府施政团队中有着不少犹太裔成员，使美国
的中东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亲以倾向。
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促使美国迁馆的重要原因。据
悉，犹太裔美国人约有 600 万，其中 94%居住在 13 个关键
州，有时能在选举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财力雄
厚的犹太政治游说集团，对美国政治有强大的影响力。李
伟建表示，特朗普政府需要获得国内犹太利益集团对其
2018 年中期选举和连任竞选的支持。
此外，近年来国际社会包括阿拉伯世界本身对巴勒斯
坦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当前中东问题的焦点是伊核问

题和叙利亚问题，此时
迁馆在时机上对美以
较为有利。”李伟建说。

巴以和平无归期

据美国广播公司
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
顿此前接受采访时说，
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将“有利于实现巴以和平”，因
为“承认现实”才能方便解决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5 月 14 日当天，一边是开馆仪
式，另一边却是流血冲突。巴以地区多地爆发巴勒斯坦民
众大规模抗议示威，并与以色列士兵发生冲突。据统计，
至少 60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800 多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强硬声明称，
美国应为此付出代价，哈马斯将全力保护巴勒斯坦人民。
美国 《新闻周刊》 报道称，美国军方在开馆仪式后紧
急派遣海军陆战队至中东各国，加强对美国大使馆的安保
工作。有分析认为，美驻以新使馆迁址将给各类武装势力
提供口实，针对美国及区域内其他支持该政策的国家发动
袭击，这势必增加区域动荡。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布鲁斯·里德尔直言，美驻以使
馆的搬迁是“将另一罐汽油扔在火里”。
李伟建指出，美国的迁馆行为加剧了中东的紧张氛
围，至少短期内将使巴以问题的走向更加严峻。
巴以问题研究人士埃尔加南·米勒说：“美国的这一行
为，只会让巴勒斯坦人觉得更加被冒犯，让新的巴以和平
进程遥不可及。”

本报电 （林光耀） 5 月 16 日，中国 （昆山） 品
牌产品进口交易会在江苏省昆山市花桥国际博览中
心开幕。
本届进口交易会为期 3 天，以“聚力创新、
‘智’造未来”为主题，设立智能制造、半导体与光
电、电子电机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等三大展区，展览
洽谈面积 5 万平方米，预计吸引观众 3 万人次。
据悉，该进口交易会吸引了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27 家企业参展，其中包括川崎、西门子、微
软、富士康等 2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及安川、天田、
史陶比尔、中微半导体等 43 家行业龙头企业。
进口交易会同期，还将举办“第七届世界工商
领袖 （昆山） 大会”“2018 中美 （昆山） 智能制造合
作论坛”等系列活动及各项对接洽谈活动。
本届进口交易会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江苏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 （昆山） 品牌产品进口交易
会是国内首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专业进口交易
展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6 届。

图为参展客商在参观日本川崎重工最新款人形
仿真机器人产品。
林光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