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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报道，近日，
新西兰国防部长罗恩·马克发布《2018 年
战略性防务政策声明》(以下简称《声明》），
点名“关切”中国南海问题，并对中国在太
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担忧。这
是新西兰政府首次在正式报告里渲染“中
国威胁”。新西兰对华政策“变脸”引人注
目。

首提“中国威胁”
“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完全透明。我们

是朋友，但是有些不利于和平稳定的事
情，可能会导致误判。”罗恩·马克说。

这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朋友应有的表态。
《声明》 指出，中国对全球影响力的

追求与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
全问题，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压力来源，
导致了新西兰战略环境发生变化。

这是新西兰政府第一次公开渲染“中
国威胁”。

《声明》称，中国运用多种政治经济杠
杆追求国家利益，加剧了同邻国和美国的

紧张关系。声明表达了对中国在南沙群岛
造岛和部署军事设施的担忧，认为“岛上
的设施可以帮助中国在关键的国际航道
上迅速展开行动”。

据《新西兰先驱报》7月9日报道，新西
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几周前在外交政
策演讲中提到了南海的“军事化”，但是按
照惯例没有明确提到中国。

而现在，这种批评变得直白了。《新西
兰先驱报》7月10日称，彼得斯表示这种转
变并非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分歧，而是两届
政府的差别。这意味着新西兰对华政策正
在发生变化。

“变脸”因素多元
“这与地区整体形势有关。”中国社

科院海疆问题专家、中国海洋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晓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
出。“新西兰与美国是军事同盟，美国近
年来大力推进印太战略，新西兰作为重
要一环，美国对其拉拢力度加大，程度
加深。与美国进行战略上的协调，是新

西兰国防部发布这一文件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分析指出，中国对南

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大，这些
国家的主要援助来源之一——新西兰的

“存在感”减弱。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
际政策研究所研究表明，在 2006 年到
2016 年间，中国对斐济和瓦努阿图等国
家的 218 个项目投入了 18 亿美元。

《新西兰先驱报》报道，彼得斯称，“太平洋
地区已经变成了竞争激烈的战略要点。我们如
果不出手，其他势力就会侵入。”

此外，声明中提到，“中国没有完全
接受国际秩序传统领导者所倡导的治理
和价值观”，“中国对人权和信息自由所
持的观点均与新西兰形成鲜明对比”。王
晓鹏认为，“新西兰戴着‘有色眼镜’看
待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正常发展海上力
量的行为存在误解和偏见。”

前景仍然乐观
新西兰尽管表达了对中国的战略疑

虑，但总体而言，在对华态度上谨慎、

友好仍是主调。
王晓鹏观察到，新西兰民众在社交

媒体上对于国防部的声明提出了质疑。
民众认为政府过度关注与本国无关的事
务将会开罪于中国。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报道称，维多
利亚大学从事战略研究的罗伯特·艾森教
授对政府大胆的立场感到惊讶。“文件清
楚地显示，新西兰政府对中国改变亚太
地区国际秩序的意图表示忧虑。这可能
让中国很难接受。”

王晓鹏指出，主要是新西兰军方在
炮制“中国威胁”的论调。“新西兰国防部
渲染‘中国威胁’，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自
己捞取更多的资金和政治资本，新西兰
并不具备实际介入南海事务的能力。”

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中国超越澳大利亚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
易伙伴。目前两国正在紧密磋商，以推
动 2008 年生效的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
升级。“这对新西兰的经济发展将会起到
巨大的助推作用。中新关系的前景仍然
乐观。”王晓鹏说。

盛夏时节，绿树成荫、万
物盎然之时，中德关系步入蓬
勃发展的新时期。

近日，李克强总理正式访
问德国并与默克尔总理共同主
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

中德政府磋商是中国与西
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政府首脑
级别的机制。它于 2011 年 6 月
正式启动，迄今已举办四轮。
与通常的政府首脑访问有所不
同，出席政府磋商的双方部长
很多，每轮都会有 20 多位部长
级官员参加，这更有利于双方
相互沟通，充分发掘潜力，推
动务实合作。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百年
变革之时，国际关系复杂多变，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孤立主义、民粹主义
思潮日益盛行，种种乱象引发各
方疑虑和担忧。在日益不确定的
世界中，中国和德国共同利益增
多，两国务实互信的合作正在成
为乱局中的稳定因素和正能量，
可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
渡仍从容”。

中德是合作共赢的示范者。
两国政治互信巩固深厚，经贸合
作广泛深入，人文交流日益频
密。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已成为
中德关系的最鲜明特色。

中德是中欧关系的领跑者。
欧洲是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坚定
支持欧洲一体化，坚定支持欧洲
团结繁荣稳定。德国在欧洲地位
举足轻重。在欧洲，与中国经贸
合作最紧密的是德国。作为中欧合作的“稳定锚”，
中德合作对中欧关系负有重大的责任，要领好路、
带好头。

中德是全球治理的推动者。中德都是世界重
要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也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
者和维护者。贸易保护主义、“经济霸权主义”和单
边主义做法正在严重威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规
则，如果任由其发展，中德、中欧和世界经济都将受
害。世界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中德两国应展现担
当，旗帜鲜明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共
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将以更大的
力度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德国企业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受益者，同中国结下了
不解之缘。我们愿意继续同德国分享中国开放的
市场红利。希望德国政府和企业继续展现 40年前
的合作勇气与胸怀，抓住中国新一轮市场开放的机
遇。同时，我们也期待德国超越意识形态和固有思
维模式，继续保持对华开放，以更加宽广、长远的视
野对待中德经贸投资合作。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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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天下

朝美谈判因何再起波折？
本报记者 贾平凡

7月 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内第三次访朝。
这是继新加坡“特金会”后，朝美双方首次举行高级
别会谈。有意思的是，蓬佩奥结束访朝后，双方表态

“温差”很大，蓬佩奥声称这次会谈“富有成效”，朝
鲜方面却称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强盗般的”。针对朝方
的表态，蓬佩奥强硬回应说，对朝鲜“制裁不变”。朝
美对话进程再度陷入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环球热点环球热点

4年

正在拉脱维亚访问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7 月 10 日在
里加宣布，加拿大将延长其对北约驻拉脱维亚多国作战
营的领导期至2023年。

特鲁多当天在与拉脱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会谈后举
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加拿大原计划承担北约驻拉多国
作战营的领导责任至2019年，现将其延长4年。

2016年7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加大在中东欧的
军事存在，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部
署4个营的多国部队，分别由美国、德国、英国和加拿大
承担驻军领导责任。

80%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7月 10日在布鲁塞尔签署了一份
关于北约与欧盟合作的新联合声明。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新联合声明表明了两大组织深化与扩大合作的愿望，北
约对欧洲—大西洋安全至关重要，在英国退出欧盟后，
北约 80％的国防开支将来自非欧盟国家，北约需要确保
非欧洲盟国充分参与合作。

声明指出，2016 年，欧盟和北约领导人在华沙签署
联合声明，决定加强双方合作，促进欧洲—大西洋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两年来，双方在地中海海上安全、应对
混合战争威胁、维护周边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
长足发展。

800万

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近日发布的一项报告
显示，自 1978年首名试管婴儿诞生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800万试管婴儿降临人世。

报告分析了1991年至2014年各地区的试管婴儿登记
数据，并据此估计，目前全球每年实施的试管婴儿治疗
周期超过200万个，目前每年成功通过该技术生育的婴儿
人数已超过50万。

这份在西班牙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第34届年会
上发布的报告写道：“对辅助生育技术的更好了解，增加了
对辅助生育技术研究与临床使用的社会接受度和支持。”

试管婴儿技术诞生时曾饱受争议，认为这违反伦理
道德。随着越来越多的试管婴儿出生并健康成长，大众
对试管婴儿的态度开始转变。2010年，试管婴儿技术的
创立者罗伯特·爱德华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均据新华社电）

7 月 8 日，演员准备参加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森林公园大舞台举行的“星空之路”万人合唱音乐
会。

当日，“星空之路”万人合唱音乐会在这里举
行，共有约 16500名歌手、1200名舞蹈演员和 1500
名乐手参加了本次演出。

亚尼斯摄 （新华社发）

拉脱维亚举办
万人合唱音乐会

共识与误读

“表态‘温差’大，暴露出朝美双方对
今年 6 月两国首脑在新加坡会晤达成的共
识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特别是在‘朝鲜
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界定上双方的基本立
场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这触及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核心概
念“虚假共识”，即双方都自认为对方同意
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事实却相差甚远。

据法新社报道，蓬佩奥的平壤之行旨
在推进朝鲜的弃核承诺。虽然蓬佩奥曾自
信满满地说，“几乎在所有核心问题取得了
进展”，包括制定朝鲜无核化的时间表。但
朝鲜外务省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痛斥美
国“单方面地只提出了强盗性的”要求，
而没有提供建设性举措。

报道称，声明似乎标志着朝鲜回归其
传统的强硬立场，显示朝美双方立场仍然
存在巨大的鸿沟。朝鲜特别提到它已经炸
毁了一个核试验场——特朗普本人已公开
称赞这一让步是和平的胜利——并且遗憾
地表示，蓬佩奥证明了美国不愿意作出相
应让步。

朝鲜态度强硬，美国也毫不示弱。
据韩联社报道，7月8日，蓬佩奥在东

京表示：“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行径，那么
全世界就是强盗了，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
致决定朝鲜需要那样做。”

此外，美国与朝鲜谈判受挫，却试图
把锅甩给中国，引起中方强烈不满。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内有人把此次

美朝高级别会谈之后双方表态的不一致与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这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甩锅’给
中国，已不是第一次。在事情进展顺利时
居功自傲，遇到挫折时推卸责任，这不是
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行为方式。”董向荣说。

美朝双方的核心分歧点，除了“核”，恐
怕还有态度和信任问题。据朝中社报道，此
次朝鲜之所以对美国的表现很失望，是因
为美国无视朝鲜为此次会谈所做的大量准
备，误读了朝鲜的善意和耐心。

“现在朝鲜已经下决心将工作重心转向
经济建设，在无核化方面也已采取一些不
可逆的行动。在此过程中，朝鲜希望美国
能对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理关
切予以保障，但美国却一味提出单方面无
核化要求，打乱了谈判的节奏和气氛。”辽
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榜样与画饼

“鉴于今天越南取得的难以想象的繁
荣，以及和美国建立起的伙伴关系，我必
须要对金正恩说一句：特朗普总统认为，
你的国家可以复制这条道路。”结束朝鲜之
行后，蓬佩奥在访问越南期间还隔空喊话。

路透中文网称，蓬佩奥建议朝鲜学习
越南时称：“越南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他的国
家有可能在不威胁到主权和政体的情况下
进行改革并建立关系。”他重申，朝鲜弃核
后，美国将帮助其发展经济并提供安全保
障。“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朝鲜必须把

握时机。”
对此，马来西亚 《东盟邮报》 的评论

质问道：让朝鲜学习越南，到底是梦想还
是一个牵强的现实？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看来，蓬佩奥在越南的演讲，是美国
给朝鲜“画大饼”策略的又一体现。美国
此举意在通过勾画“光明前途”，让朝鲜在
弃核问题上下定决心，是一种‘柔中带
刚’的施压方式。

阮宗泽表示，朝鲜一定程度上已经转
变思路，但美国仍没有改变对别国发展指
手画脚的习惯，还推出越南这个“榜样”，
希望朝鲜听从安排，这种做法“并不是一
种建设性的方式”。

声明与推特

“美朝开启频繁互动模式，本身就很有
历史意义，‘特金会’实现了 70 多年来两
个国家首脑的首次会晤，双方都希望半岛
局势有所缓和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董向
荣表示，美国取消军演这半年来，朝鲜一
直也没有核导试验或其他的过激行为，总
体来看，形势比去年已有很大好转，但前
景仍不明朗，变数依然存在。

朝鲜声明中虽然态度强硬地批评了美

国的无理要求，但仍“保持对特朗普总统
的信赖”。此外，声明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
方案：营造双方互信氛围、以阶段性同时
行动为原则逐一解决问题，“才是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的捷径”。

面对朝鲜抛出的方案，美国虽未松
口，但依然保有耐心。

法新社报道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8
日说，“制裁不会取消，除非朝鲜完成金

（正恩） 委员长赞成的最终的、完全被验证
的无核化。”

7 月 9 日，特朗普在社交网站“推特”写
道，他对朝鲜放弃核武器“有信心”，相信朝方
会遵守两国领导人会晤后签署的联合声明。

“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进入瓶颈期和深
水区，过于乐观的期待是不现实的。”董向
荣认为，“一方面，此次美国依旧坚持CV-
ID（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的弃
核方式，‘安全保证’问题迟迟拿不出具体
方案，对朝鲜来说，风险的确很大，他们无
法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对美国
而言，不管是从国内政治考虑，还是从同盟
体系考虑，他们都很难满足朝鲜的愿望，比
如从韩国撤军，渐进式弃核，减轻对朝鲜的
制裁……原则性的协议很容易达成，具体实
施却会相当困难。”

面对对朝谈判出现的新问题，特朗普
恐怕又要连发好几条“推特”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