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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最近又对华释放善意。据
英国 《卫报》 18 日报道，在每周例
行的记者会上，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一
开场，即以 6 分钟的时间发表声明，
反驳中新关系“降温”的说法。她在
声明中表示，中国一直是新西兰高度
重视且非常重要的伙伴国家。对此，
彭博社报道称，这是新西兰政府担心
遭到中国冷遇而作出的示好姿态。

心态矛盾

分析认为，阿德恩的刻意表态是
为了挽回恐将失去的中国。这暴露出
新西兰对华的矛盾心态。

近年来，借口“中国威胁”，新
西兰屡屡对华出言不逊。去年 7 月，
新西兰国防部长罗恩·马克发布的

《战略性国防政策声明》，少有地点名
关注南海问题，并对中国在太平洋地
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担忧。

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报道称，去
年 11 月，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以
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新西兰通讯运营
商提出的华为 5G网络方案。去年 12
月，新西兰副总理温斯顿·皮特斯又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发表讲话，“毫不
羞愧地请求美国更多参与”亚太地
区，并且称新西兰在外交政策上将倾
向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新西兰近期又不失时机对华释放
些许善意。在 2月 18日的记者会上，
阿德恩解释称，华为仍然可以参与新
西兰的 5G 竞争，但前提是新西兰当
地运营商可以化解新西兰情报机构政
府通讯安全局的安全顾虑。

与此同时，据 《联合早报》 报
道，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19 日确认，

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长帕克已受邀参加
4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西兰先
驱报》称，帕克希望同时率领贸易代
表团访问中国。

两面讨好

对华态度左右摇摆，新西兰有什
么战略考量？

“此前新西兰对中国态度较差，
很大程度是因为外部国家的压力。”
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海疆委主
任王晓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作为
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新西
兰被美国寄希望于在“印太战略”中
扮演重要角色，而新西兰则幻想从中
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据报道，去年7月初，新西兰宣
布斥资16亿美元向美国订购4架先进
的反潜巡逻机，用以加强海上监控。
而美国也投桃报李，国务卿蓬佩奥宣
布，美国将通过 1.13 亿美元的新计
划，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基础领域
的建设。

“但中国是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
伴，第二大旅游客源国。任何一个
人都能意识到中国对于新西兰经济
的重要性。”王晓鹏说，一旦中新两
国之间的政治摩擦发展到经贸层面，
会对新西兰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状况造
成直接冲击，这是新西兰总理不愿意
见到的。

新西兰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据
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网站报道，作为
新西兰第二大客源国，一旦中国游客
减少 5%，游客人数就会减少 22500
人 ， 新 西 兰 旅 游 业 的 损 失 将 超 过

8000 万新西兰币。新西兰 《信报》
报道称，2019 年到新西兰的中国留
学生数量正大幅减少。

对此，新西兰国内强烈呼吁阿德
恩政府加强对华关系，以避免对新西
兰经济产生严重潜在后果。

尊重为本

“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最重要
的是新西兰要明确和中国的友好互
信。”王晓鹏指出，政治上，新西兰
政府应该以大局为重，认识到中新双
边关系的稳定对新西兰发展有诸多利
好。而在经济上，新西兰应该明白，
不要把简单的经济议题政治化。

出于向中国示好的态度，新西兰
总理在 18 日的记者会上也称，中新
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
原则，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排除干
扰，共同推动中新关系持续健康向前
发展。

新西兰的表态也得到中国积极回
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2月
19 日表示，新西兰在发展对华关系
上长期处于发达国家前列，中新合作
开创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项

“第一”。新形势下，中新关系面临着
新的发展机遇。双方应本着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增进互信，加
强合作，排除干扰，共同推动中新关
系持续健康向前发展。

王晓鹏说，中国一直秉承开放和
负责的态度对待中新双边关系。新西
兰政府也应该意识到，与中国良好的
双边关系不仅对新西兰的经济有直接
影响，更对新西兰长远的发展和稳定
有积极意义。

新西兰对华政策太纠结
胡智轩

新西兰对华政策太纠结
胡智轩

重拾“炮舰外交”

最近，英国对加强全球军事部署不仅
言之凿凿，而且动作频频。

“英国宣布在北极地区的新军事部署行
动。”据英国 《每日电讯报》 报道，近日，
威廉姆森访问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挪威的新
军事基地时表示，英军将加大在北极地区
的存在，保护北约的北翼以对抗俄罗斯。
根据一项为期10年的计划，英国每年将派
上千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到挪威进行联
合训练，并从今年起在北极巡航。

日前，威廉姆森在英国皇家三军研究
所发表演讲，宣布英国航母“伊丽莎白
女王”号的全球航行计划，将前往太平
洋争议海域等地区，展示英国的“硬实
力”。随后，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的访华行
程被搁置，威廉姆森遭到多方激烈批评。
即便如此，2 月 18 日，威廉姆森在议会为
派航母前往南海的决定辩护，称将继续推
进该行动。

此外，威廉姆森 1 月初表示，英国计
划在加勒比海和东南亚建立两个新的军事
基地。

在国际舆论场，威廉姆森的言行引发
巨大争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英国
航母巡航南海一事回应称，“当前南海风平
浪静，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试图无风起浪”。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威廉
姆森关于英国在加勒比和东南亚新建军事
基地言论是黩武思想的写照。即便是盟友
美国，也对威廉姆森的全球扩军计划不看
好。多家美国媒体刊文称，威廉姆森的全
球扩军计划好高骛远，实现几率微乎其微。

在英国国内，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
英国自由民主党发言人批评称，目前英国
军力处于史上最弱的时候，相比派航母去
太平洋作秀，英国应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军
备严重短缺问题上。英国前财政大臣奥斯
本批评威廉姆森此举是在搞“老掉牙的炮
舰外交”。

虽然饱受批评，但威廉姆森在英国军
政界的拥趸不乏其人。“伊丽莎白女王”号
是英国耗巨资新造的两艘航母之一。这是
自 2010年“皇家方舟”号航母退役后，英
国再度拥有新航母。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
海洋军事战略学者罗伯茨说，英国想借助新
一代航母重塑海洋强国地位早就不是秘密。

展现全球存在

日前，威廉姆森在英国皇家三军研究
所发表演讲宣称，在“脱欧”大背景下，

英国面临 50 年未有之机遇，应乘势而为
“恢复旧联盟、建立新联盟”。不仅要保护
好“后院”，更应承担“真正的全球角
色”，发挥对全球安全的“领导作用”。

显 然 ， 威 廉 姆 森 是 践 行 “ 全 球 英
国”理念的典型代表之一。2016 年 6 月，
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从政府到智库
提出不少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
球英国”。

“不管是英国首相、‘脱欧派’还是军
方，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落实‘全球英
国’的目标。不管是全球贸易关系重建，
还是防务部门扬言派军舰巡航南海甚至在
亚洲建立军事基地，都可以归纳到‘全球
英国’之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全球英国”已成为英国一个超越党派的基
本共识，内涵是两个超越：一是超越“脱
欧”，避免英国陷入封闭和保守，主张在外
交上更有作为；二是超越欧洲，“脱欧”后
英国要放眼全球，舞台要更大。

“‘脱欧派’的政治家仍相信世界地

图在他们手中，在‘脱欧’的高潮里，他
们心中还有‘米字旗’插满全球的梦想，
一手吹响‘脱欧’的号角，一手打着以

‘印太战略’梦回‘全球英国’的信号
灯。”香港《亚洲周刊》如是评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
心研究员梁雪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全球英国”并不是说，英国要恢复大英帝
国日不落时期全方位的海洋战略。事实
上，作为一个海权国家，英国把自己放置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全局中，希望重
新扩大自己的海洋角色，最大限度地配合
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而在全球格局中分得
一杯羹。

英国 《金融时报》 援引威廉姆森的话
称，“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变，美国无法把
精力集中到太多事务上，需要得到其他国
家协助。这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大显身手和
展现领导力的大好机会”。

“英国需要通过‘全球英国’战略转移
‘脱欧’对其国际信誉造成的负面影响，越
是不被国际社会看好，越要努力寻求存在

感。”崔洪建说，作为新的经济中心和国际
政治中心，亚太目前是中美博弈的热点地
区，英国正是希望通过“刷存在”“蹭热点”，
展现其实现“全球英国”目标的信念。

实力难配雄心

分析认为，总的来看，威廉姆森近期
提出的全球扩军计划，既是力图重塑“军
事大国”的“奋发之举”，也是紧跟美国步
伐、对俄罗斯等国进行战略制衡的“如意
算盘”，更是应对“激烈竞争时代”的“先
手棋”。

崔洪建分析，为维护“脱欧”后的国
际大国地位，英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外交和
安全政策，主要有几个方向：一是维护和
强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二是在北
约内部发挥更重要作用；三是在世界其他
地区加强对外干预；四是盘活以前的战略
资产和外交资源，比如重拾英联邦和冷战
期间在东南亚的盟友。

然而，面对英国当前的“脱欧”困
境、军费捉襟见肘等现实以及更加复杂的
国际局势，英国要想在全球“刷存在感”，
面临诸多阻碍。

梁雪村认为，首先，“脱欧”将使英国
失去欧盟单一市场，意味着英国不得不把
自己嵌入波诡云谲的全球市场，风险不可
预测，想要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
持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难上加难；其次，
不管英国以何种形式“脱欧”，未来，英国
的经济实力很难支撑全球扩军的雄心。最
后，虽然从 2013年以后，英联邦内部的贸
易总额大于欧盟，但英联邦内部成员贸易
水平参差不齐，重新去打造一个可以媲美
欧盟的实体性英联邦是不可能的，而且英
联邦的地缘政治意义几乎是零。

“不会出现‘全球英国’”，德国智库
国际政策与安全研究所去年发布报告称，
英国政府试图利用“脱欧”重新设计自己
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英国相关政策的基
石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地位原本
是基于其在欧盟中的重要地位。未来，英
美“特殊关系”中，不对称性将不断增长。

崔洪建表示，“全球英国”似乎擘画了
一个很美好的前景，即英国“脱欧”后会
成为一个更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并迎来

“黄金未来”，但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
势下，支撑这个美好前景的基础正被严重
削弱。因此，英国政府的语言表达和实际
行动难免会出现经常脱节的情况。

也许，今天的英国人还记得 1960年美
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西点军校说的名言：“大
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帝国，但还没有找到自
己新的角色。”

“全球英国”能重振英国吗？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最近，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荣登”世界各大媒
体“热搜榜”，因其屡屡发表强硬“炮舰外交”言论而引起轩
然大波。

在“脱欧”事宜令英国焦头烂额之际，这位国防大臣为
何会“口不择言”地高调鼓吹要扩大英国在全球的军事存
在？英国有能力实现其“全球英国”的大国雄心吗？“全球英
国”真的能让英国再次实现“米字旗”插遍全球的梦想吗？对
此，世界充满怀疑。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30年

2 月 24 日，日本政府在东京举办庆祝明仁天
皇在位 30年仪式，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
各界代表逾千人出席。现年 85岁的明仁定于今年
4月30日退位。5月1日，皇太子德仁将继位。

明仁是日本第125代天皇，年号平成。2016年8
月，他发表视频讲话透露，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已很
难履行职责。2017年5月，日本内阁通过仅适用于明
仁的退位特别法案。6月，法案分别在国会众参两院
全体会议获得通过。12 月，日本内阁确定 2019 年 4
月 30 日为明仁退位时间。他将成为近 200 年来首
位实现退位的日本天皇。 （据新华社电）

18%

日前，瑞典斯德哥尔摩学院论坛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赴斯德哥尔摩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近年
来不断增加，并于 2017—2018 学年成为斯德哥尔
摩高校中最大的国际留学生群体。在斯德哥尔摩
高校中就读的中国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交换生的
总数已增至826名，同比增长了18%。

据统计，斯德哥尔摩高等院校中，瑞典皇家
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占当地中国留
学生总人数的约60%。该校5个最受中国学生欢迎
的硕士课程为：嵌入式系统、信息和网络工程、
机器学习、通信系统、建筑。

数
字
天
下

2月22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一年一度的街头狂欢开启。图为 2月23日，民众在巴西圣保
罗市参加街头狂欢活动。 拉赫尔·帕特拉索摄 （新华社发）

巴西圣保罗街头狂欢

图为2月15日，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在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慕安会） 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图为2月15日，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在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慕安会） 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虽然还是旱季，新年的
老 挝 北 部 山 林 已 有 云 雨 光
顾。云过雨歇，雾霭散去，
中老铁路已初现峥嵘，桥梁
和路基初具规模，设备车辆
在隧道口进进出出。

中老铁路起于中老边境
口岸磨丁，南到老挝首都万
象，长400余公里，全线采用
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建
设，2016 年 12 月全线开工，
计划 2021 年 12 月建成通车。
2019 年是中老铁路土建工程
胜利竣工的关键之年。

中老铁路的建设已带动
老挝当地 5000 余人就业，参
与中老铁路建设正改变当地
村民的生活，而他们的梦想
也正随着铁路建设越来越近。

38岁的本玛·扎棱萨在中
老铁路项目部当司机，33 岁
的妻子在项目部做保洁。两
个孩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
小学。本玛说：“现在的收入
更高，工资正常发放，而且
我们两人可以一起工作。”本
玛以前在外地开车，妻子在
老挝最西部的沙耶武里种水
稻、玉米和薯类，勉强自给
自足。

“希望今后可以送孩子去
中国留学读书，为中老两国
日 益 紧 密 的 合 作 交 流 作 贡
献”。本玛对孩子寄予很大希
望，希望后代以父母参与过
中老铁路建设而自豪。

本玛和他的中国同事们
已经在老挝创造了历史。中
国电建水电十五局承建的旺
门村二号隧道2017年12月12
日顺利贯通，成为中老铁路
项目全线首个贯通的隧道，
也是老挝历史上首个现代公路、铁路交通隧道。

“铁路经过的村庄变化很大，发展很快，老百
姓也经常会来看铁路施工。”隧道附近的蓬通村副
村长连·冯哈说。他告诉记者，以前这里的百姓靠
种田、养殖和林业谋生，“铁路项目为偏远地区增
加就业岗位和收入、提高了百姓生活水平”，以后
铁路通了村子里要“多种植水果、多养家禽”，

“用铁路把它们运出去”。
34岁的宋宅·赛雅冯来到中老铁路项目工作则

是因为自己的技术梦想。他以前在老挝公司工
作，参加过水电站建设，中老铁路项目启动后就
应聘来到水电十五局中老铁路项目部工作。

宋宅告诉记者，在中老铁路工作的收入和工
作环境都更好。他说：“老挝公司测量部门使用的
仪器没有这么先进，来到中老铁路项目工作后学
到更多知识、学会使用更高端的仪器设备。”

在刚刚结束的中老铁路 2019年建设工作会议
上，宋宅被授予 2018 年中老铁路项目“铁路工
匠”荣誉称号。

“老挝的铁路建设才刚开始，将来铁路可能贯
穿老挝南北，遍布全国，”宋宅期待自己的梦想在
铁路上不断得到实现，“希望继续和中国人一起修
铁路，每天一起去工地上班。”宋宅希望积累足够
的经验和技术，将来开办自己的测绘公司，和中
国人继续合作。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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