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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频打汽车关税牌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上周，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闪现”布鲁塞尔。5月13
日，在访问俄罗斯的行程中，蓬佩奥突
然取消前往莫斯科的计划，返身前往布
鲁塞尔与欧洲领导人讨论“紧急问题”。
美欧关系正经历多事之秋。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延缓征收汽车关
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
长崔洪建说，“上一次，在美国决定开征
钢铝税后，特朗普政府就紧接着威胁说
要开征汽车关税，其目的是逼迫欧盟在
贸易问题上予以让步。最后，欧盟以同
意重开所谓美欧贸易谈判为筹码，使美
国没有马上开征汽车税。这一次，在美
欧贸易谈判没有进展的情况下，美国又
故技重施。实际上，美国已经将汽车关
税当作一张牌，在关键时刻打出，以期
对欧盟进行施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
究室主任袁征表示，延缓汽车关税的征
收是美国的缓兵之计。一方面，特朗普
政府不想“全面开花”。目前，美国主要
精力在对华贸易战上，延缓汽车关税的
征收可以避免同时与大多数贸易伙伴开
战；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的通过，一味对
欧施压可能影响其国会投票。但在6个月
的时间内，美欧能否达成协议依然是个
未知数，如果双方能找到缓和空间，关
系自然会有所改善。实际上，由于双方
分歧点过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

大。美国此次仅仅是策略性地延缓征收
汽车关税。

据英国 《泰晤士报》 日前报道，默
克尔此前表示，随着大西洋两岸在美国
制裁伊朗等问题上的分歧扩大，“战后秩
序的确定性”开始瓦解。随着德美因关
税、气候变化和国防开支等问题发生冲
突，默克尔在过去几个月对特朗普发出
了一系列间接的指责。她还进一步呼
吁，欧盟必须积累“与我们的经济能力
相称的政治力量”，以便欧盟能够独立于
其他大国采取行动。

严重分歧撕裂美欧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两位美国国防
部高官不久前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对“欧洲防务基
金”等计划深感不安。这封信还警告
说，美国可能以对欧盟的限制作为回
应。信中说：“很显然，我们的欧洲伙伴
和盟友不会欢迎美国实行类似的相互限
制，我们也不会乐见将来不得不考虑这
些限制。”

据 美 国 《新 闻 周 刊》 5 月 15 日 报
道， 至少一部分欧洲领导人不再将美国
视为欧盟的主要盟友。例如，默克尔指
出，美国在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欧洲
构成挑战。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美国
公司长期主导全球市场，在一些引人注
目的案例中，它们与欧盟在反垄断和监
管政策方面陷入长期的法律战。

袁征指出，冷战结束以来，跨大西
洋关系曾有过多次波折。现在来看，美

欧关系依然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状
态。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北约问题。今年是北约成立
70 周年，但只召开了相关国家的外长级
别会议，消息人士称，目的是避免领导
人发生争吵。特朗普要求欧洲盟国增加
军费开支等举动，是目前北约内部的主
要冲突点。而自苏联解体以来，北约凝
聚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是经贸问题。特朗普政府奉行
“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要求重新
就美欧贸易关系进行谈判，并且一味

“以己度人”，这让欧洲国家难以接受。
美国之前希望先与德国进行双边贸易谈
判，但被德国回绝，默克尔称欧盟是一
个整体。显然，默克尔希望通过整体谈
判的方式，给予美国压力，削弱美国在
经贸方面的优势。

其三是全球治理方面的分歧。特朗
普政府屡屡作出的退群毁约举动，削弱
了双方基于传统盟友立场的信任。近来
针对伊核协议，双方分歧尤为明显。默
克尔在接受 《南德意志报》 就表示，欧
洲竭力维护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而
特朗普单方面放弃了这一协议。

“美欧关系的变化还有深层次原因。”
崔洪建说，“特朗普以反建制、非主流的形
象上台，而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依然是所
谓的建制派。双方的行为逻辑出现巨大差
异，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

互信基础不断受侵蚀

据英国 《卫报》 网站 5月 15日报道，

默克尔在其任内的最后一次欧洲议会选
举前夕表示，欧洲必须重新自我定位，
以应对美俄中这三个全球强大对手构成
的挑战。默克尔在接受德媒采访时说，
在面临从俄罗斯干预选举、美国对数字
服务的垄断到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等一系
列挑战之际，欧洲必须更好地建立统一
战线。

崔洪建表示，美欧目前在共同利
益、价值观念上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分
歧。这些分歧，又与国际形势的变动相
互牵连，使美欧关系难以在短时间内重
新定位。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而且会
与国际局势相互影响。目前来看，美欧
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受到第三方的因素
影响。在贸易问题上，美欧贸易谈判会
受到中美贸易关系影响。在安全问题
上，美欧关系又会受到美俄关系影响。
所以美国在处理美欧关系时，会考虑中
国和俄罗斯的反应。而欧洲在应对美国
时，也会考虑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

袁征指出，受到特朗普政府“美国
优先”政策影响，欧盟会采取相应措
施，加强自身凝聚力，逐渐摆脱对美国
的依赖，朝更加独立的方向发展。美国
的对欧政策会影响这一变化的进程，但
无法改变这种趋势。

“美欧的相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崔洪建说，“之前双方的矛盾和争吵是建
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内部矛盾’，但现在
的相处方式则不断出现强迫和交易，互
信基础不断受到侵蚀。欧洲试图采用多
边主义方式来对付美式单边主义，但这
难以解决双方正在出现的利益博弈和观
念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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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 5 月 17
日宣布，将推迟6个月决定是否对进
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同时美国正在
与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特朗普原
定在在 5月 18日最后期限到来时宣
布是否对汽车实施 25%的惩罚性关
税，这令欧盟、日本、加拿大等感到
担忧。

路透社则称，美方此举是为了留
出更多时间与欧盟等组织与国家进行
贸易谈判。

在美国举行的纽约国际汽车展媒体预展上，参观者观看宝马轿车。 （新华社发）

环 球 热 点

2019年印度大选投票结束

印度大选最后阶段投票于当地时间 5月 19日 18时结
束，这标志着2019年印度全国大选投票全部结束。

此次印度全国大选投票自 4 月 11 日开始，历时 39
天，分7个阶段进行。第7阶段投票覆盖包括印度北方邦
在内的 8个邦和地区的 59个选区，现任总理莫迪的竞选
选区——北方邦的瓦拉纳西也在其中。

印度媒体 19日晚间公布的民调显示，大多数受访者
认为执政党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将最终胜
出。民调显示，全国民主联盟所得议会总席位预计在286
至306个之间，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总席位在
122至132个之间，地区性政党组成的第三阵线席位总数
在104至134个之间。

阿根廷前总统宣布不参选总统

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 5 月 18 日宣布，她将不代
表公民联盟竞选总统职务，而将在今年大选中担任前内
阁首席部长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的竞选搭档。

克里斯蒂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中说，阿尔韦
托·费尔南德斯将作为公民联盟的候选人参加大选，她本
人将作为他的搭档，竞选副总统职务。

克里斯蒂娜在2007年至2015年任阿根廷总统，是阿
根廷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阿根廷大选将于 10月底举行。目前任参议员的克里
斯蒂娜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参选下届总统的意愿。此前的
各项民调中，她的支持率较为领先。阿根廷媒体普遍猜
测克里斯蒂娜会于近日正式登记参选。（以上据新华社）

“中国史诗传统”展在哈开幕

本报电（黄静） 5月16日，“中国史诗传统”展在阿
拉木图市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开幕。此次
展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
学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阿里-法
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研究中心共
同承办。

来自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的师生约350
人参加了开幕式，当日观展人数超过800人。

此次展览共用 40 块展板，容纳了近百张图片和 1 万
多词的英文介绍，内容涉及中国20多个民族60多种史诗
传统。

据悉，“中国史诗传统”展是全球巡展，哈萨克斯坦
是首站，未来该展览将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中国研
究中心的建立展出至其他国家。

国 际 时 讯

图为“中国史诗传统展”现场。 黄 静摄

综合多家外媒消息，5 月 15 日，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官方网站发表
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命令所有“非必
需”的使领馆人员尽快撤离伊拉克。

据相关人员透露，5 月 18 日，美
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已从伊拉
克撤走了所有除伊拉克籍员工以外的
人员。

伊拉克成焦点

美国为何从伊拉克紧急撤人？
有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是在为可

能的军事冲突做准备。但也有声音指
出，美国关于伊拉克存在威胁其利益
的言论，仅仅是美国找出的“借口”。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突访
伊拉克。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受伊
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分子在美军驻扎
的基地附近部署火箭弹。

对此，伊拉克口径却并不一致。
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
卜杜勒-迈赫迪说，伊拉克方面并未
觉察到“针对任何一方构成威胁的
动向”。

“在伊拉克，美国和伊朗各自有着
重大的利益和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
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伊拉克成为美伊对峙
的焦点并不意外。

“伊拉克已由危机中心成了解决危
机的重要一方。”伊拉克《晨报》网援
引迈赫迪的话称，伊拉克将恢复自身
影响力，在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中发

挥作用。

两边都要顾及

“作为伊朗和美国的盟友，伊拉克
夹在中间不好办。”路透社如此描述眼
下伊拉克面临的两难境地。法新社则
将伊拉克比喻为“表演复杂技巧的杂
技演员”，生动勾勒出伊拉克如履薄冰
之态。

显然，伊拉克惹不起美国。“在一
定程度上，如今的伊拉克由美国一手
缔造”，李绍先指出，伊拉克战争结束
以来，美国向伊拉克派驻了大量驻军
和安保力量，并建有数座军事基地。

另一方面，伊拉克也离不开伊
朗。据法新社报道，作为伊拉克第二
大进口商品供应国，伊朗向其出口许
多产品。对此，李绍先分析称：“两伊
之间有什叶派作纽带，且伊拉克在经
济上比较依赖伊朗。伊拉克虽然石油
资源丰富，但电力和天然气缺乏，本
国供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伊朗。此外，
伊拉克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也需要从伊
朗进口。”

“对伊拉克而言，美国和伊朗好比
两头大象，伊拉克是夹在中间的一片
草地。大象相争，草地必定遭殃。”李
绍先说。

动荡仍将持续

美国国会山网站称，5 月 16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瑞士联邦主席毛雷

尔会晤时表示，美国不希望与伊朗发
生战争。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援引
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的话
称：“不会有战争，因为我们都不想
要战争。”

尽管双方都表示希望避免战争，
但当前局势仍不明朗。

外媒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
频频发出混乱信号。据美联社 5 月 17
日报道，特朗普最近的发言与美国采
取的一系列行动相矛盾。英国 《泰晤
士报》 18日刊文指出，美国对伊朗态
度不稳定，可能源于白宫内部的紧张
关系。

随着美伊对峙时间延长，伊朗的
耐心逐渐被消磨。据半岛电视台报
道，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战略忍耐”
可能开始转向“战略对抗”。

与此同时，波斯湾商船遇袭事件也
给不断升级的中东局势添了一把火。近
日，4 艘商用船在阿联酋岸外遭到“破
坏性攻击”，当中包括2艘沙特油槽船，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则成为指控对象。

“他们必须受到重创”，沙特国家媒体
“阿拉伯新闻”在社论中直言。

在这样的局势下，伊拉克只能尽
量保证两边都不得罪。李绍先指出，
伊拉克向美国保证其利益不被侵害的
同时，也会继续与伊朗保持经济往来。

“5 月伊始，中东局势就一直笼罩
在美伊对峙的阴云之下。”李绍先分析
称，美国军事部署、紧急撤侨等一系
列行为，极大地加强了地区的紧张气
氛，其影响可能会持续至今年年底。

伊拉克成中东局势“关键先生”
陶紫东

5 月 18 日上午 9 时，为期 4 天的“2019
国际航联世界飞行者大会”在武汉拉开帷
幕。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700 名飞
行者空中炫技。活动现场，首次引入“大
雁伴飞”表演项目，9只灰雁、8只蓑羽鹤
与动力悬挂滑翔机一起御风飞翔，让现场
观众大饱眼福。

图为世界飞行者大会表演现场。
赵广亮摄 （人民图片)

空中炫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