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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名

也门国防部近日在其网站上宣布，过去一周
来，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也门
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位于西部海岸的荷台达省南
部地区发生激烈交火，打死至少250名胡塞武装人
员，其中包括20多名胡塞武装指挥官。

过去几周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加强了对港
口城市荷台达的攻击。该港口是胡塞武装与外界
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国际社会向胡塞武装控制区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唯一通道。（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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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如此分裂

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近几天引发
国际舆论热议的G7领导人合照做出回应，称
照片“看似不友好”，但实际上“非常友好”。

当然，这并不能掩盖美国和其西方盟
友之间的纷争与裂痕。

英国路透社 11 日报道称，欧盟将对美
国的钢铝关税措施进行报复。德国总理默
克尔表示，和加拿大一样，欧盟正按照世
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制定应对美国钢铝进
口关税的措施。他们对特朗普在 G7联合声
明的问题上“突然反水”表示遗憾。

6月9日，G7首脑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
落幕。会后，G7 发表联合声明。然而，
此后不久，特朗普在推特发文，抨击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在峰会上表现谦逊温和，却
在特朗普离开后称美国的关税是对加拿大
的侮辱，加拿大不会被牵着走。特朗普
称，基于特鲁多的发言以及加拿大对美国
农民、工人和公司征收重税的事实，他已
指示美方代表不支持联合声明，同时考虑
对进入美国市场的进口汽车征税。

而这只是 G7近来分歧日益严重的冰山
一角。

5月31日，白宫宣布，特朗普决定不再
延长豁免期限，美国将从6月1日起向加拿
大、墨西哥、欧盟征收进口钢铝关税。这
一决定当天便引发欧盟和墨西哥的反对。

此后，不愉快的阴云紧紧笼罩 G7。峰
会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以法文
和英文声明称：“美国总统可能不介意被孤
立，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不介意签署
一份 6 国协议。”特鲁多则在特朗普宣布退
出联合声明后称，加拿大将在7月1日采取
报复措施。

“ 峰 会 争 吵 让 特 朗 普 将 西 方 拖 入 危
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 日
称，“严酷的”G7峰会收场表明，跨大西洋
联盟从未这么分裂过。

另有消息称，欧洲国家已将贸易方面
的分歧延伸到防务层面。欧洲防务局现任
首席执行官乔治·多梅克近日称，欧盟成员
国应该减少与美国的武器贸易，以实现欧
洲大陆更大的“战略自主权”。

一切“美国优先”

“最近这个时间节点，正逢西方国家需
要就伊核协议、加征钢铝关税等诸多关键
问题做出最终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分析称，正因如此，美国的西方盟友
在峰会之前迫切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对特朗
普集中施加影响，令其态度有所转圜。

然而，特朗普不仅不吃这一套，反而
使出更大杀手锏，拒绝签署 G7峰会联合声
明。这对 G7来说无异于一记重创。分析普
遍认为，美国与加拿大、日本以及欧洲在
G7峰会前后的交锋，凸显出特朗普政府与
美国传统盟友之间的分歧正日益加深。

“这些分歧看似是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
义而起，实际涉及国际经济体系的未来去
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李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G7
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西方发达国
家建立的一个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既包括成
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也包括如何领导
全球经济体系的协调。如今，西方盟友希望
美国继续维护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并在其中
扮演领导角色，但特朗普并不乐意。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看重现实利益，自
有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事逻辑。上台之初，
他就打出“美国优先”的标牌，一系列看
似充满不确定性的举动，令西方盟友几番

“抓狂”，追根溯源，均是源自这一理念。
“特朗普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重新

定义，认为所谓的全球领导地位是虚妄
的，美国最核心的利益就是现实可见的经
济利益。”李巍说。

崔洪建也认为，特朗普将美国国家利

益和美国经济利益挂钩，锁定国内的支持
人群，满足他们的需求，由此塑造一个强
有力的领导人形象。“特朗普的不少想法和
行为方式，比如‘推特外交’，与传统相违
背，让西方盟友很不适应，常常认为他是
心血来潮。实际上，在其行为之后，特朗
普的思维一贯性还是较为明显的。用商业
行为的规则和方式改变美国外交传统以及
美国与盟友的相处方式，也是其表现出来
的一种确定性。”

对于西方盟友来说，接受这样一个伙
伴，需要时间。而在找到相处之道之前，
摩擦的阵痛不可避免。

艰难维系同盟

面对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西方盟
友的孤立和叫板很难换来让步。

“特朗普在短期之内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很小，因为这会影响其兑现竞选承诺的形
象。”崔洪建指出，西方盟友也已看清这一
现实。“目前，它们一个比较现实的预期，
是希望特朗普政府不要变本加厉，在其他
问题上再度发难。”

5月底，德媒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宣布对
进口汽车及其零配件启动“232 调查”，以确
认该类进口是否损害美国利益。据悉，这一
调查可能导致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
税。消息一出，德国、日本等国汽车界瞬时
坐立不安。如果美国就汽车进口再挥贸易

大棒，西方盟友面临的打击将更为沉重。
对于 G7来说，最为严峻的还是它们的

未来。一番唇枪舌战，甚至围绕贸易关税
真的剑拔弩张之后，G7还能否一起愉快地
走下去？“G7的未来陷入疑问。”英国 《金
融时报》说。

“整个西方世界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会
令 G7 受到影响。”李巍认为，不过，不必
过分夸大西方盟友之间的分歧。“当面对共
同挑战时，它们随时又会团结到一起。”

李巍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特朗普政
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会继续保持高度的灵活
性，根据形势变化，见招拆招。具体来
看，出于想要改善对俄关系的考虑，特朗
普短期之内没有太大动力缓和与欧洲盟友
的关系；反之，亚太地区的一系列挑战可
能会令特朗普注重强化与日、澳等这一地
区盟友的关系。

相比特朗普的任性而为，其他盟友需
要掂量的利害关系明显更多。

德国 《国际政治》 双月刊近日刊文
称，欧洲的繁荣乃至政治体制依然严重依
赖美国，要想摆脱这种依赖，必须承担极
高成本。因此，将美国持久留在欧洲，这
仍是欧洲的一个核心诉求。

“目前，在G7，其他西方国家还是相对
被动。从情感上，他们不愿与特朗普打交
道，但从理智上，他们又不得不拉住美
国。”崔洪建认为，接下来，其他西方国家
还是会试图保留 G7 这种形式。“只有这
样，才能给它们更多自信。”

据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10日，一艘满载
629名难民的船只从直布罗陀出发，抵达距离意大利 35
英里的水域。该批难民的去向，引起了意大利和马耳他
两国政府的争议，双方均以强硬姿态拒绝开放港口，事
件受到了欧盟和联合国难民署的高度关注。

意推新政强拒难民

“意大利不再低头服从，这一次我们要说不。”新上
任的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在给马
耳他的回应中写道。

事件当天，萨尔维尼和意大利副总理兼经济发展部长
路易吉·迪马约发布联合声明强调，地中海不是意大利独
属海域，解决难民的责任必须由欧盟各成员国共同承担。

6月3日，萨尔维尼正式开始着手处理难民和非法移民
问题，并亲赴西西里岛沿海视察。他表示，人道主义精神
值得发扬和称赞，但意大利绝不可以成为欧洲的难民营。

据德国《图片报》报道，早在意大利新政府就职当
天，萨尔维尼就曾表示，新政府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一年
内遣返50万非法移民。据德国《焦点》周刊估算，此举
将花费约15亿欧元。

据悉，自 2013 年以来，已有近 70 万难民登陆意大
利。2017年海上边界关闭以来，难民上岸人数同比下降
了75%。但是，2018年仍有13500名难民涌入意大利。

经济问题根深蒂固

“难民问题确实给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朔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根据欧盟《都柏林公约》规定，难民须在
登陆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意大利因其地理位置，一直
是接收难民的前沿地带。特别是中东、北非危机爆发以
来，意大利接收难民数量剧增，社会治安恶化，这在2015年
通过土耳其至希腊赴欧路线关闭之后表现尤甚。

王朔表示，“意大利目前的国内经济不见起色，债
台高筑，失业率高，不愿意接纳更多的难民是可以理解
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
望》 报告中，意大利 2018年的增长预期被调高为 1.5%，
但仍在欧元区成员国排名中垫底。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意大利新政府将解决难民问题作为兑现竞选承
诺、打开意经济困局的一个突破口，既迎合民众期待，
又符合民粹政党执政理念。

王朔分析称，就外部环境而言，欧盟危机之后，欧
洲经济整体衰退导致贫富差距加大，民众对外来移民的
保守、排外情绪加剧，整个欧洲民粹主义泛滥，“在这
种情况下，意大利新政府此举也在意料之中。”

欧盟改革迫在眉睫

意大利及欧盟其他成员国对难民接收表现出的抵触
情绪，显示出欧盟内部的分裂。

“如果意大利强拒难民的行为被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
势力竞相效仿，那么整个欧洲的大门就会重新关上，这对
一贯倡导人道主义，主张开放、多元、包容的欧盟来说无疑
是一个坏消息。”王朔认为，意大利的做法，会在欧盟内部
掀起一种保守主义浪潮，甚至加剧欧洲民粹主义倾向。

对此，“欧盟也在积极反思自己的政策，”王朔表
示。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长 6 月 5 日召开会
议，就存在争议的《都柏林公约》的可能改革措施进行
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 6 月 3 日在接受 《星期日法兰克
福汇报》书面采访时也承认，此前实行的难民强制摊派
做法已遭遇失败，并呼吁制定共同的难民庇护标准，建
立一种“灵活机制”来分担责任。

但是，对欧盟来讲，“各国利益诉求不同，要想制定出
一个 28个成员国都认可的解决方案，确实不太容易”，王
朔强调。6月7日，默克尔在柏林举办的第21届西德意志
广播公司欧洲论坛上也说，现在欧盟在难民政策上仍存
在分歧，各国就接收难民的分配数量难以达成妥协。

毫无疑问，意大利的强硬政策给欧盟出了一个难
题。“在解决难民问题上，欧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丁纯说。

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
定性。世界多边贸易体系还
能否坚持下去？G7 是不是
真的会变成 G6+1？中东何
时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问题清单可以列得很长。

在 这 一 切 不 确 定 中 ，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毫无
疑问的焦点人物。在“美
国优先”的大旗之下，特
朗普政府犹如闯进瓷器店
的大象，肆意冲撞被世人
珍而重之的瓷器，对碎了
一地的瓷片视而不见。这
位将商人本色发挥到极致
的美国总统让世界都有点
懵。

不过，特朗普现象或
许只是当今世界所面临不
确定性的表象，问题的本
质在于世界正处于一个大
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无疑，这是一个挑战
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
的时代。传统的热点地区
如中东在新一轮混乱中不
安地期盼新秩序的建立，
新的热点地区在别有用心
的 势 力 的 搅 和 下 努 力 前
行；花费无数心血形成的
多边协议因为美国的任性

“退群”而陷入尴尬境地，
就连传统盟友也发现“友
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这一切的背后是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
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
孕育成长……于是，敏感
的人们伺机而动，寻找未
来世界中的有利位置。

令世界欣慰的是，不
确定中，总有惊喜出现。

在中国青岛，刚刚落
幕的上合组织峰会掀开了国际关系新的一页。
与困扰世界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以及强权政
治等陈旧观念相比，上合组织秉承的“上海精
神”犹如一剂良药，为寻求国际合作提供了全
新视角。

在新加坡，“特金会”终于举行，而且，用
特朗普的话来说，他与金正恩的会晤“超级
棒，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好”。就在去年夏天，这
两位领导人还激烈互怼，如今能坐在一起进行
平等对话，本身就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领导
人还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美国和朝鲜承诺，依
照两国人民对和平及繁荣的愿望，建立新型美
朝关系。这样的进展令世界欣喜。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初心是不会改变的。而正是这种初心，让世
界在不确定面前还能期待惊喜的出现。

G7到底还能走多远？
本报记者 严 瑜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提前离场，拒签声明，推特“怒怼”……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任性举动，打破了七国集团 （G7） 试图展现的脆弱团结。日
前，随着G7峰会在加拿大草草收场，昔日盟友不欢而散，“对
掐”叫板不绝于耳。这场被称为“史上最分裂”的G7峰会，将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分歧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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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拒当“欧洲难民营”
王 希

意大利拒当“欧洲难民营”
王 希

图为当地时间6月11日，示威者穿救生衣抗议意政府
拒绝接收滞留在地中海的629名难民。 来源：环球网

3天

联合国安理会近日发表媒体声明，欢迎阿富
汗政府上周宣布与塔利班武装临时停火以及塔利
班随后宣布在开斋节期间停火3天。安理会再次要
求塔利班接受阿富汗政府于今年2月提出的双方无
条件直接和谈的提议。

阿富汗政府6月7日宣布，将从12日开始与塔
利班停火一周左右。塔利班组织也于9日宣布，开
斋节期间与阿富汗政府军停火 3 天，这是 17 年来
塔利班组织首次宣布停火。

图为近日国际舆论热议的G7领导人合照。 资料图片

莫斯科当地时间6月11
日下午，由中国铁建为莫斯
科量身打造，符合极端严寒
天气的首台盾构机“波丽
娜”号在维尔纳斯站正式始
发，向着米丘林站掘进，标
志着中国铁建莫斯科地铁第
三换乘线西南段工程正式进
入盾构施工阶段。这是中国
在欧洲首个地铁工程。

该项目应用的 5台直径
6.28米的盾构机，均由中国

铁建自主研发生产，解决了
俄罗斯极寒条件下盾构施工
难题。

此次顺利始发，代表着
中国出口欧洲的首批盾构装
备正式投入使用。

未来 3个月，中国铁建
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线西南
段工程将呈现4台盾构机和
3个车站同时施工的壮观场
面。

（王秉良、谭 漪文 叶 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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