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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抗议 矛盾爆发

据法新社报道，1 月 5 日，法国“黄马甲”
运动迎来 2019 年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
全国约 5 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烧毁汽车、设置
路障、与警方产生冲突。在首都巴黎，示威者
驾驶车辆冲撞政府办公楼大门。

有分析指出，由于黄马甲运动没有集中统一
领导，任何出于某种原因而感到不满的人都开始
加入进来并通过这场运动，发泄自己的情绪。主
要的矛盾点围绕在购买力问题上，甚至连高中生也
用这场运动来要求更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和餐食。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
瑾称，“黄马甲”运动之所以持续时间长，难以平复
的原因是燃油税的提升引发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
于马克龙政府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政策的不
满，由此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法国政府为履行《巴黎气候协议》，2018 年将
柴油税每公升上调了 6.2%，以减少法国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法国的柴油价格上涨了 23%左右，汽油
价格上涨了大约15%。油价暴涨导致法国民众负担
的燃油成本增加。

改革搁浅 雪上加霜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虽然法国政府已
经多次做出妥协，但“黄马甲”们的愤怒并未消
散。尤其是一些低收入的工人们，他们认为法国
政府的改革仅仅有利于富人阶层，对于普通工人
的需求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闫瑾表示，马克龙政府改革被迫搁浅，首先

是放弃了2019年开始上调燃油税计划，随后又采
取缓和矛盾的减税加薪措施。不但没有完全平息
示威者的愤怒，反而促使他们把攻击的中心转向
马克龙政府的其他政策，继续在更多议题上向政
府施压。

面对“黄马甲”运动的持续发酵，法国总理
爱德华·菲利普在 1 月 7 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将
修订新法律，严惩未经申报的示威和暴力分子，
并通过建立一份特别档案，识别暴力分子，禁止
这些人参加游行和集会。”

闫瑾认为，马克龙政府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方
面是他的改革措施难以改变法国经济增长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境况；另一方面，民众对马克
龙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正持续下降。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黄马甲”运动出现
在法国，不能简单归结为马克龙施政失当。除了
法国文化的特性之外，这一运动实际上是多年累
积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总爆发。

“黄马甲”何以越聚越多？
金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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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民意 无法回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
在冲绳县边野古地区沿岸填海造陆，为美
军建新军事基地，引发民众的一再抗议。1
月7日，30多名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白宫面前
集会示威，要求停止填海造陆工程。主办
此次白宫集会的日裔美国人罗伯特·梶原，
在白宫网站上开展了要求停止填海造陆的
电子签名请愿活动。截止1月7日，请愿网
站上共有19.5万人签名。

“这次日本民众抗议和请愿活动的力度
和规模前所未有。不仅把抗议示威范围扩
大到白宫门前，还借助互联网，扩大国际
影响，向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施压。”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副
主任周永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美
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确立一项制度，凡是民
众在白宫网站上征得超过 10 万人签名，就
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回应。但特朗普政府能
否延续奥巴马时期的制度，尚待观察。

此次抗议活动围绕的中心是普天间美
军基地搬迁问题。普天间美军基地位于冲
绳县宜野湾市，是驻日美军在冲绳的最大
军事基地和最大直升机机场。

周永生表示，日美政府 1996 年商定，
在冲绳县内搬迁美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
地，由人口密集的宜野湾市迁到名护市边
野古。然而，驻日美军犯罪、坠机、高空
坠物、噪音及污染等问题持续，当地居民
不堪忍受，多次要求关闭该基地，把新基
地完全迁至县外。

“对话”是冲绳民众在抗议前的一再呼
吁。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 2018年 9月当选后
多次赴美国“游说”，反对美军基地县内搬迁，
提议美国、日本中央政府、冲绳县政府作“三
方对话”，协商新基地选址纠纷。美国政府回
应，这一纠纷应当在日本中央政府和冲绳县
政府之间解决。填海前一天，玉城在东京分别
面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防务大臣岩
屋毅，请求中央政府暂缓施工，参与对话。

2018年 12月 14日，日本中央政府强制
填海。玉城丹尼谴责日本中央政府单方面
决策“违法”，“强制往海里倾倒沙土，丝
毫不顾冲绳人的意愿，我非常愤慨。”

共同社报道称，着手填海，意味着普天
间基地搬迁进入“无法回头”的阶段。日本政
府预期在边野古造陆近 160 公顷，新建两条
飞机跑道，供后期基地建设使用。全部工程
定于2022年完工。

捆绑盟友 捆住利益

日本政府为何无视民意，执意将普天
间基地设在冲绳岛内呢？

“日美同盟关系是二战后日本外交的
基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美关系的
基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
研 究 室 主 任 吕 耀 东 对 本 报 表 示 ，根 据

《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可以在日本
行政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设立军
事 基 地 ，驻 日 美 军 是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日
本 中 央 政 府 认 为 ，必 须 加 强 日 美 军 事 同
盟，因为驻日美军对保护日本国土安全发
挥着重要作用，借口是朝核安全威胁和所
谓“中国威胁论”等。

“冲绳是战略要地，美国不想离开，保
护日本安全只是借口。”周永生表示，自上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纠集和拉拢其亚太盟
友，在中国海上方向构筑第一、第二岛链
封锁，冲绳岛就处于第一岛链上。原本，
第一岛链是为拦截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
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在冲绳保持大量驻
军，核心目的是对中国和朝鲜半岛实施前
沿部署和前沿威慑。

美国不想走，日本中央政府也想留下
美军，双方一拍即合。除了在冲绳填海造陆

为美军建新军事基地外，为了留住美军，日本
政府不惜花大价钱。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花费
约 160亿日元 （约合 10亿元人民币），购买
日本西南地区的马毛岛，将其建成日本自
卫队及驻日美军的共用新据点，供美军航
母舰载机陆上模拟起降训练。

《读卖新闻》 称，日本防卫省已与马毛
岛所属企业就收购价基本达成一致，计划在
2019年4月前的本财年内签订收购合同。报
道披露，为在马毛岛上建训练场作准备，日
本防卫省在2019年度预算中列入约6亿日元
作环境调查费。

“日本屈服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也
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周永生表示，日本为驻
日美军花费甚巨，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在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得到的好处
包括舰船出海和军备扩张。”吕耀东分析，
一方面美国军舰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活
动，日本都紧随其后；另一方面，近年来，美
日同盟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过去，美国是保
护者，日本是被保护者，关系是不对等的。
2015 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
卫权，使得日美同盟关系朝着对等的方向
发展。作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帮手，日本
以保护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为借口，增加军
费开支、增添武器装备、扩展军事力量，为
修宪做准备。

对话泡汤 对抗加剧

“冲绳民众扩大抗议的规模和力度是
无奈之举。从以往经验来看，此次日本中央
政府和美国政府态度坚决且高度一致，不
会接受冲绳地方政府的诉求，更不会做出
任何让步。”吕耀东认为，对话泡汤必然导
致对抗加剧。

玉城丹尼表示，日本中央政府想强行开
工填海，造成既成事实，这种做法只会招致
冲绳居民强烈反弹，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

周永生认为，就目前的形势看，如果美国
不想撤军，日本中央政府必须为新基地建设
填海造陆。安抚当地居民是日本中央政府过
去的惯用手法，一是环保和噪音问题上做一
些改善；二是中央政府多拨款，补偿冲绳民众
损失；三是敦促美国政府作出不扰民的承诺，
但坚持在冲绳驻军部署；四是旅游签证优惠
政策。但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冲绳民众
的诉求，也无法真正平息冲绳民众的愤怒。冲
绳民众反对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呼声
将更加激烈。

“只要日美军事同盟存在，冲绳普天间
基地搬迁问题就很难解决。”吕耀东认为，
日美以确保日本安全和东亚和平稳定为借
口，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引人警觉。

据日本 《产经新闻》 报道，日美两国
今年拟在具战略位置的冲绳周围海域，首
度举行“地对舰”导弹演习。美军计划在今
年的演习中把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
统，外加一款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战术导
弹，部署到冲绳岛上。理论上，只要在宫
古海峡任何一端部署这样的武器，就能实
现严密封锁。

这只是日美加强军事同盟关系的缩
影。周永生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同盟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事指挥，日
本的海上和陆上自卫队指挥总部离驻日
美军基地指挥总部的距离越来越近，试图
达到战时一体化的指挥效果；二是联合训
练，日美频繁地进行联合军事训练；三是
武器装备，日本大规模进口美国先进的武器
装备，如F-35战斗机和两栖攻击舰。

“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日美不断加大
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只会加剧东亚地区的
紧张关系，增加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不利
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更把整个世界推向更
危险的境地。”吕耀东说。

上图：2018 年 8 月航拍的日本冲绳县边
野古地区。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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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建造新
基地，不顾冲绳民众的激烈抗
议，强行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
地区实施填海造陆工程；为给驻

日美军航母舰载机模拟起降训练
提供训练场，高价收购马毛岛
……近日，为留住驻日美军，日
本政府煞费苦心。

环 球 热 点

2019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 8 日
正式开幕，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500家企业

参展。图为1月8日，LG公司的巨型曲面屏亮相美国
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开幕

围绕国会预算案拨款筑造美
墨边境墙问题的僵局，使美国 1/4
联邦政府机构关门。连日来，美国
总统特朗普发起旋风式公关战。8
日，把上任首次白宫全国讲话奉献
给“墙”；9 日，会见国会民主党领
袖，再提拨款造墙要求，遭拒后拂
袖而去；10 日，将专程视察美墨边
境地区，为墙造势。

新年伊始，新国会刚开张，特朗
普也即将迎来4年总统任期的下半
程。起承转合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特
朗普选择“墙”作为华府新一季政治
大戏破题的题眼，而掌控新国会“钱
袋子”的民主党毫不让步，摆出强硬
的对抗姿态。墙，成为特朗普和民主
党正面交锋第一场硬仗。

特朗普现在所要求的，是国会
拨款 57亿美元，加建 370多公里边
境墙和栅栏。美国预算项目动辄数
百上千亿美元，57 亿美元并非大
数；美墨边境长逾 3100 公里，加建
长度也不足以使美墨边境现状有
根本改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针尖
对麦芒的对峙僵局，导致政府停摆
时间眼看就要创下新纪录？

说来有点话长。特朗普所主张
的边境墙，不管能不能建成，恐怕都
会以“特朗普墙”在历史上留下重重
一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道

“特朗普墙”，不仅是特朗普为自己
总统任期后半程开局选择的题眼，
更是特朗普 2015 年宣布参选总统
时精心设计的开场白；而他宣誓就
职总统仅仅一周就放出的“大招”，就是颁布行政令
限制全球难民和部分国家移民入境——这与造墙主
张息息相关，当然不会是巧合。

第二层原因则在于，“特朗普墙”的背景语境，
使围绕造墙问题的激烈党争扩大成“价值观之争”
甚至“身份认同之争”。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内，
都有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墙”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
过边境安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特朗普主义的
象征，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美国社会文化多元、
种族多元趋势的一种回应。

在激烈批评特朗普的人士看来，造墙“象征着
仇恨、歧视和恐惧”，是通过挑起选民焦虑、愤怒和
怨恨情绪来吸引选票的危险策略，是“使美国重新
变白”的种族主义地标，分裂并隔离“我们”和“他
们”的楚河汉界。

与边境墙、种族墙、文化墙叠加的是“认知墙”。
近年美国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美国社会分裂的重要
推手，是不同社会群体、阶层赖以作出判断的事实
基础、信息来源、所信任的新闻媒体经常截然不同。
一部分人相信的事实，往往成为另一部分人眼中的
假新闻，反之亦然。特朗普作为真假新闻大战的焦
点人物，其言论受到美国主流媒体严格核查。其结
果是，围绕特朗普及其造墙主张，不同的认知导致
社会和民意分裂加剧，认知之墙高耸。

正因如此，围绕修建边境墙的党争、价值观之
争、认知之争层层加码升级，双方更难妥协和让步，
僵局更加难以打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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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周年
1月8日，中缅两国人士在位于曼德勒省良乌地区

的文化古迹胜地蒲甘共同纪念周恩来总理访问蒲甘58
周年。

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在致辞中说，周恩来凉亭是
中缅友好的载体，也是中缅友好的象征，更是两国一
代又一代后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的力量源泉，希望中
缅胞波友谊世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缅甸宗教和文化部部长昂哥说，在中国总理周恩
来先生的努力下，缅中缔造了坚固的友谊。未来，两
国要坚持发扬友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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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公里
1月8日，联合国难民署启动一项名为“通往安全的

20亿公里”的全球行动，呼吁人们通过跑步、快走或骑行
等方式体验难民的艰辛，并在今年内共同完成累计行进20
亿公里的目标，以表达对全球难民的关心和支持。

联合国难民署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根据追踪
计算，全球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每年总共要行走大约20亿公
里的艰难旅程，才能抵达首个相对安全的庇护地点，希望
通过这项行动能募集到超过1500万美元的资金，以帮助支
付在难民注册接待、饮食、住所、基本援助、医疗保健和
心理服务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费用。 （以上据新华社电）

从 2018 年 11 月 17 日开始，以
巴黎为中心，法国多个大城市相继
爆发“黄马甲”运动。数以万计的法
国人通过社交媒体自发组织，身穿
黄色马甲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这是

法国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涉及
多阶层、多行业、多地区。据法国《费
加罗报》等权威媒体统计，“黄马甲”
运动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七成以上，
被视为全新的政治与社会现象。

图为2018年12月8日，法国爆发第四轮“黄马
甲”抗议活动。 图片来源：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