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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东方文化 激荡东方智慧

孟夏时节，与会代表和嘉宾齐聚北京，围绕奥运会的
“东亚周期”为中日韩人文合作带来的契机、面向未来的奥
运会对促进举办城市和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新技术带给
体育报道的影响等三方面议题，畅所欲言、坦诚交流。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日本驻华大使馆首席公
使四方敬之，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华韩国文
化院院长韩在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
员会秘书长韩子荣等出席论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
秘书长乔永清主持开幕式。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
表示，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明的那
样，中日韩同为亚洲重要国家，加强三方合作不仅符合
三国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发展。中日
韩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共同体”。新时代，只要
中日韩三国加强沟通，密切合作，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日本读卖新闻东京奥运办公室主任川岛健司说：“我
们之间拥有基于诸多共通文化基础的、在悠久的历史长
河中所构筑起来的坚实纽带。”

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驻华韩国文化院院长
韩在爀表示：“希望韩中日三国及东北亚地区加强体育文
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和平繁荣的圣火熊熊燃烧。”

据介绍，参加论坛的中日韩媒体代表还将前往河北
崇礼采访冬奥会雪上项目设施建设情况，并赴国家速滑
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和北京冬奥组委总部采访。

促进区域交流 迎来“亚洲时间”

在中日韩三国各自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奥运会有
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2018 年，平昌；2020 年，东京；
2022 年，北京。奥运会在韩国、日本和中国相继举办，
奥林匹克运动进入“亚洲时间”。

这是三国书写辉煌的时期，也是三国交往史上一次
难得的机遇。

日本驻华大使馆首席公使四方敬之表示，体育事业
能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共同繁荣。日本有札幌冬奥
会、长野冬奥会的经验，还即将主办东京奥运会，愿同
中国伙伴分享经验，支持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冠军、著名
运动员武大靖表示：“中日韩三国地理上相近，运动员、
教练员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我们都在‘亚洲主场’征
战，对于三国的体育发展将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奥运的交流，是奥运选手的交流，是举办城市的交
流，更是不同国家民心的交流。

平昌冬奥会上，朝韩两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共同入场
的画面，赢得全球热爱和平民众的掌声和欢呼；东京奥运
会提出“每个人拿出自己最佳状态；多样性和协调性；面向
未来的继承”，激发奥运竞技热情；北京冬奥会坚持“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理念，致力于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
的盛会——奥林匹克精神闪耀赛场内外，光荣梦想激励着
中日韩民众，团结、友谊、和平的信息在三国间传递。

借助奥运之光，中日韩三国间的合作也迎来了新的
发展契机。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认为，奥林匹克运动
的“亚洲时间”为三国间围绕奥林匹克展开有特色、深
层次的人文交流搭建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在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传播亚洲文化传统，推动体育事业和产业进
步，促进人文交流和城市发展等方面，中日韩有着前所
未有的广阔前景。

立足变革大势 讲好奥运故事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

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依然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继
续向前。

本次论坛设置的分议题，既关注三国合作的宏观愿
景，又思考奥运会如何促进举办城市和体育产业的发
展，还从媒体实践切入，探讨新技术带给体育报道的

“变”与“不变”。
方江山在致辞中指出，当代东亚名记者群体要有勇

气、有担当、有能力从东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认清
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的世界大势，担负起历
史责任、社会责任和现实责任。

方江山提出三点倡议：共同讲好奥运故事，展现强
健自信的东方文化；共同推动民间交往，弘扬民心相通
的东方智慧；共同促进区域合作，呈现东亚共同体建设
的东方愿景。

“媒体不仅是连接本国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更是
本国通向世界的窗口。”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
韩梅说。在奥运大舞台上，讲好奥运故事，各国媒体需
要广泛而深入地交流合作，将奥运会的精彩故事传播到
世界的每个角落。

韩国平昌冬奥组委运营副秘书长白成日表示，韩中
日的媒体参与奥运会报道的比重非常高。三国媒体的合
作，有助于共同促进奥运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

“当前，冬奥会已进入‘北京周期’，全球目光聚焦
北京。”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秘书
长韩子荣表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正在扎实有序地
推进，重点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赛事组织和
赛会服务加快准备，市场开发势头良好。北京向全世界
发出“相约2022年”的诚挚邀请。

东道主高起点开局，与会者积极回应。源远流长的
历史交往，全新的历史机遇。让奥运之光点亮合作之
路，成为东亚人民共同心声。

上图：2018中日韩名记者北京崇礼论坛开幕式场景。
本报记者 韩秉宸摄

美国方案 各国怒怼

美联社 5 月 21 日报道，蓬佩奥称，美
国将对伊朗“施加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压
力”，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蓬佩奥向伊朗提出了一个含有 12 项
要求的清单，包括完全停止所有铀浓缩
活动；终止弹道导弹研发项目；放弃插
手叙利亚事务等。同时，蓬佩奥许诺，
若达成了符合上述要求的新协议，美国
将愿意取消所有制裁措施，并全面恢复
与伊朗的外交和商贸关系。

美国的决定引来一片批评声。伊朗总
统鲁哈尼21日晚发表讲话反击到“你认为
你是谁，能代表世界替伊朗和其他国家做
决定。今天全世界不会接受美国替他们做
出的决定”。英国《金融时报》22 日援引大
西洋理事会伊朗问题专家芭芭拉·斯拉文
的话称，“这根本不现实，完全是白日梦”。

自 5 月 8 日，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

议”后，“伊核协议”的其他 5 国达成共
识，强调将继续留在协议内，并“决心
确保”协议得到落实。路透社 20 日援引

《星期日世界报》 报道，中、俄、英、
法、德 5 国外交官将于 25 日在维也纳举
行会议，讨论如何挽救“伊核协议”。

大国角力 以压促变

伊核问题实际上是中东地区大国角
力的一个缩影。

针对美对伊的新举措，伊朗外交部
称其为“谎言”，目的在于转移外界对美
国违反“伊核协议”的注意力。

一直以来，欧洲各国都在尽力斡旋
保证“伊核协议”有效。英国 《金融时
报》 网站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晤，双方明确
表示希望继续执行“伊核协议”，同时抵
制美国对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拟议铺设的
北流天然气管道二线施加的压力。18日，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称，欧盟决定启动
1996 贸易防卫法，抗衡美国对伊朗制裁，
保护欧洲企业在伊朗的经济利益。

从清单的具体内容来看，“美国的核
心目标是要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扩
大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副研究员陆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孙德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进一步分析称，
12项中的后7项均与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
有关，包括停止支持中东恐怖组织；尊重
伊拉克政府的主权；停止对胡塞武装的军
事支持；从叙利亚全境撤出所有受伊朗指
挥的军事力量等，这些要求表明“美国及
其中东盟友对伊朗崛起的焦虑”。

此外，陆瑾表示，鉴于伊朗经济低
迷、民众不满情绪严重的国内状况，特
朗普政府认为对伊朗实施最严厉制裁可
能会达到“以压促变”的目的。

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
国务院前官员、不扩散核武器专家艾因霍
恩的话称，美国真正的目标是向伊朗施加
巨大的压力，以削弱或更迭其政权。

利字当头 对抗加剧

据美国 CNBC 报道，蓬佩奥试图证

明美伊之间有“达成新协定的前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伊朗的强硬

回击，表明了其不妥协的立场。“长远来
看，美伊围绕‘伊核协议’的斗争还要
持续下去。”孙德刚指出，伊朗将继续利
用美国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美国破
坏国际秩序、退出国际组织等行为，把
斗争的矛头指向特朗普政府，争取伊斯
兰世界、中俄及欧洲大国的支持。

美伊“剑拔弩张”，可能让卷入其中
的欧洲各国面临更复杂的形势。孙德刚
表示，目前，欧洲大国仍旧主张利用

“伊核协议”来约束伊朗，而非把伊朗推
到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今后，欧洲很可
能会成为美伊之间的斡旋者和传话人。”
陆瑾则认为，如果美国实施所谓的史上
最严制裁，欧洲企业会努力规避继续与
伊朗开展经贸活动，但一旦无利可图仍
会选择离开，那时劝说伊朗继续留在协
议中会存在很大的难度。

对于美伊两国关系的前景，美国布
鲁金斯学会情报项目主任里德尔称：“在
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美国与伊朗处
于军事对抗之中。”

“只要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减
弱，只要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的结构性
矛盾不化解，伊朗核问题就会常态化。”
孙德刚说。

103个
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近日发表声明说，独

立高等选举委员会共计收到33起被标记为“影响投票
结果的严重投诉”。经核实，委员会决定取消103个投
票箱的选举结果。

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每个投票箱登记的选民数
量约为 500 人，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的投票率约为
44.5％，取消这103个“违规”投票箱的投票结果对大
选整体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F－35
以色列空军司令阿米卡姆·诺金少将近日在以空军

高级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中东地区的两场袭击中使
用了美制F－35隐形战机，是全球首个使用该战机作战
的国家。

F－35战机是美国与部分盟国合作研制的第五代多
用途作战飞机，配有新型航电设备，具备雷达隐身能
力。根据以色列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以色列将从美国
购买50架F－35战机，分批交付。

16人
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官员近日表示，该省首府坎

大哈市当天发生一起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6人身
亡，另有38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天中午12时30分左
右，地点位于坎大哈市第14警区。一辆装有炸药的汽
车被引爆，爆炸造成的死伤者主要是现场的平民和安
全人员。坎大哈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阿富汗塔利班组
织的“老巢”，袭击、绑架等事件时有发生。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3.8%
塞浦路斯部长理事会当天讨论并通过了财政部提

交的2019年至2021年财政政策相关报告。报告说，受
益于银行业重组和不良贷款比例降低，塞经济增速将
维持在较高水平。

报告预测，继去年增长3.9％后，塞经济今年预计
增长 3.8％，2019 年至 2021 年预计分别增长 3.6％、
3.2％和 3％。报告还说，去年，塞浦路斯失业率已从
金融危机时最高的 16％降至 11％，今年有望降至
9.5％。 （均据新华社电）

2018中日韩名记者北京崇礼论坛举行

抓住合作机遇 讲好东方故事
本报记者 管克江 韩晓明 李应齐

近日，以“奥运之光点亮

中日韩三国合作”为主题的

2018中日韩名记者北京崇礼

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由

人民日报社主办，110多位中

日韩主流媒体代表以及国际

组织和体育界的嘉宾齐聚一

堂，探讨合作发展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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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伊核五国怼上了美国与伊核五国怼上了
王 希

当地时间5月2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保

守主义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要求为达成

新“伊核协议”重开谈判，并称若伊朗政府不做出

改变，美将对伊施加“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图为5月11日，数千伊朗民众在首都德黑兰抗议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新华社发）

5 月 16 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前来出席欧
盟－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会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呼吁欧盟组成联合阵线，反对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 新华社/美联

数 字 天 下

美欧近来互怼得有些厉害。
在“伊核协议”和钢铝关税问题
上，美欧出现严重分歧。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是
美国近来最“刺痛”欧盟的单边
决定。“伊核协议”是欧盟顶着恐
袭威胁和疑欧思潮，以“超常”
发挥的游说能力所达成的“欧盟
近年来最成功的外交成果”。虽然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
尔轮番亲赴美国力劝特朗普保留
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却徒劳无
功。这让美国的欧洲盟友感受到
了深深的“挫败感”。

“扎心”的还有美欧贸易问
题。在进口钢铝关税和缩小美国
贸易逆差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并
没有对欧盟另眼相待，仅在 6月 1
日前给产自欧盟的钢铝产品以关
税豁免。欧盟委员会上周末宣
布，如果美方对欧盟加征钢铝关
税的措施生效，欧盟将采取报复
措施。倘未能在豁免期限内达成
协议，美欧这对盟友很可能在贸
易问题上“兵戎相见”。

这不禁让人想起2017年6月1
日美国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 的
决定。为了兑现选举承诺，特朗
普政府不顾国内外反对声浪和人
类发展共同利益，单方面退出这
一协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
盟始终呼吁国际社会应通过共同
协作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毫无疑
问，这是美国对欧盟的一记“打
脸”，颇伤欧盟“外交自尊心”。

此外，在北约防务开支、难
民接收和巴以问题等议题上，美
欧也存在重大分歧。

这或许并不意味着美欧要分道扬镳。不过特朗普
政府的单边主义思维、“美国优先”政策和“甩包袱”
做派，给美欧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咄咄逼人，欧盟已经开始主动
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欧盟委员会近日拟重启一项尘封多年的反制裁条
例，并计划采取其他多项措施，以保护欧洲企业免受
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影响。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了欧盟
维护欧洲企业利益的决心。

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英国、德国、
法国纷纷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并宣布将继续恪
守“伊核协议”承诺。

美欧这对盟友还能保持亲密关系吗？世界将密切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