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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

数 字 天 下

秀的是亲密 忙的是安抚
本报记者

张

红

环 球 热 点
5 月 25 日至 28 日，美国
总统特朗普访问日本。继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 4 月底访美
之后，美日领导人再次大秀
私人亲密关系和国家同盟关
系。但是，“温馨外交”掩盖
不住两国的分歧。

令和时代首位国宾
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了此次安排满
满的日程：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 25 日
下午抵达东京羽田机场。26 日，美日两
国领导人打高尔夫球，之后观看相扑比
赛。当晚，他们共进晚餐，在轻松的氛
围中交换意见。27 日上午，特朗普作为
国宾在皇居会晤天皇和皇后。随后，他
与安倍举行首脑会谈。28 日，特朗普在
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一同登上护卫舰“加贺”号。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问题专家丹尼
尔·斯奈德认为，安倍将特朗普的访问
行程安排得“非常得当”，他了解特朗
普作为大国领导人所需要的形象并且熟
谙其喜好。
共同社称，东京打算通过邀请特朗
普作为新天皇的首位国宾，进一步发展
两国关系。美国高官表示，特朗普此行
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成为日本令和时
代的首位国宾。美国官员此前表示，特
朗普此次访问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前所
未有的强大美日同盟”。
不过，特朗普与安倍两人大秀亲密
的“温馨外交”并不能掩盖两国之间的
分歧。
特朗普和安倍举行了两人的第 11 次
首脑会谈，双方重申美日同盟关系的“牢
固”属性，但在双边贸易、对朝关系中的
实质性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美联

社评论称，“用尽世界上的华丽辞藻都
无法掩盖两人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强
调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表态的不一致。
CNN 报道指出，日本认为朝鲜的任何
导弹试射都是威胁。在过去两年多里，
安倍在与特朗普 40 多次电话和会面中强
调了这一点。但是，安倍的努力似乎成
效不大。特朗普坚持自己的乐观判断，
称他个人并不因为朝鲜最近发射短程导
弹而感到困扰，他也不认为朝鲜试射短
程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决议。

有打有拉安抚日本
“此次特朗普访日主要目的是安抚
日本。一方面，美日是传统同盟，关系
紧密；另一方面，在贸易问题上，特朗
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有打有拉，对于日
本，美国是要拉拢的。近来，中日关系
缓和，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切
特朗普政府都看在眼里。特朗普此行或
是希望告诉日本，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军
事同盟，在贸易问题上也可以成为美国
可信任的助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
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吕耀东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特朗普的到访，安倍表现出满
满的诚意。据日本 NHK 报道，特朗普
27 日同安倍举行会谈后，在记者会上宣
布，日本将向美国采购 105 架 F-35 型战
斗机，保有盟友中最大规模 F-35 机群。

美国也表达了自己的善意。据
CNN 报道，美国表示，美日贸易谈判
的大部分事项要等到 7 月日本参议院选
举之后，双方达成协议的时间则可能是
8 月。《日本经济新闻》 分析认为，特朗
普显示出不急于完成美日贸易谈判的姿
态，是因为顾及到安倍担忧对 7 月参议
院选举产生影响。
“可以说此次特朗普访日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在世界面前，营造出美日同
盟亲密无间牢固强大的印象。”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
“日本令和时代的首位国
宾、2.5 万名警察的最高级别安保、与天皇
会晤、颁发相扑大奖……效果很好。”

矛盾分歧暗潮汹涌
就在特朗普与安倍演绎“兄弟情
深”的同时，舆论对于美日关系的发展
却议论纷纷。
多家日美媒体和多名专家表示，两
国贸易摩擦暗潮汹涌。CNN 称，尽管
美日两国领导人似乎“兄弟情深”，但在
贸易问题上，特朗普对日本的敌意超过
东京的预料。这位奉行“美国优先”政策
的总统去年就表示，日本让美国受伤很
多年了。
“ 国家利益相互冲撞，日美正进
行激烈交涉”。路透社称，在安倍和特朗
普体验日本文化的同时，两国正在就农
业和汽车贸易进行“殊死的交涉”。
“贸易、朝鲜问题、军费……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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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不少分歧。比如，在朝鲜问
题上，日本希望继续对朝鲜进行强力制
裁，而特朗普政府的忽冷忽热有时让日
本感觉到自己的利益被美国抛弃了。在
驻日美军的军费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希
望日本全出，日本则认为自己已经是盟
国中出钱最多的。”周永生说，“不过，
美日之间依然是‘老大’和‘小兄弟’
的关系。”
英国 《金融时报》 称，随着美国实
力的相对下降和日本实力的相对上升，
两国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改
变，东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无条件地
服从华盛顿的要求，特别是实行会对日
本国家利益构成重大损害的政策。日本
《每日新闻》 还发文提醒，在抵抗美国
压力方面，日本决不能大意。
“日美在经济发展路径以及对待世
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分歧最明显。美国特
朗普政府退出了多边贸易体系，倾向于
进行双边谈判。日本则支持多边贸易。
比如，在美国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
关 系 协 定） 之 后 ， 日 本 主 导 的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已于去
年底生效。这可以看作是安倍政府在经
济外交方面对特朗普‘美国优先’的一
种应对。”吕耀东说，“不过，美日关系
在安全与政治层面并没有减弱。”
上图：5 月 27 日，在日本东京，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 （右四） 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 （左二） 举行工作午餐。
新华社/共同社

1.7 万人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8 日在莫斯科说，为使
阿富汗局势正常化，外国军队应撤出阿富汗。
拉夫罗夫当天在俄罗斯和阿富汗建交 100 周年纪
念会议开幕式上说，俄罗斯主张外国军队完全撤出阿
富汗，同时呼吁阿各方力量尽快展开会谈。“俄罗斯确
信，阿富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采取政治外交手
段实现和平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据北约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 2 月，在阿富汗
参加北约牵头的“坚定支持”非作战任务的各国驻军
共约 1.7 万人，来自 39 个国家，主要负责为阿富汗政
府军提供培训等支持。
目前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约 1.4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
从属北约牵头的“坚定支持”非作战任务。塔利班与
美国政府代表本月在卡塔尔举行了第六轮谈判，议题
包括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等。

8人
印度媒体 28 日报道称，印度北方邦当天至少 8 人
因饮用假酒死亡，多人仍在医院接受救治，死亡人数
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报道称，这起假酒事件发生在位于北方邦首府勒
克瑙以东 50 多公里处的巴拉本吉地区。目前，北方邦政
府已下令调查这起假酒事件，警方也已开始收集酒类样
本，一名政府地区主管和 5 名当地警察被勒令停职。
今年 2 月印度曾发生严重假酒致死事件。2 月下旬
发生在阿萨姆邦的假酒事件造成超过 150 人死亡，而 2
月上旬发生在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的假酒事件造成近
100 人死亡。

9名
塞浦路斯海警 28 日在该国西北部海域救起 9 名叙
利亚难民。塞浦路斯海警在一份声明中说，这 9 名男子
都是叙利亚人，他们几天前从塞浦路斯北部邻国土耳
其一个港口乘小船出发，准备投靠在塞浦路斯的亲
戚。此后小船引擎发生故障，随海流漂到塞浦路斯领
海。塞浦路斯海警发现小船后将其拖至一个渔港，随
后将这些叙利亚难民带至首都尼科西亚附近的一个难
民中心。
塞浦路斯内政部长彼得里季斯今年 3 月说，近年来
塞浦路斯的非法移民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每月进入该国
的非法移民超过 1000 人，已达到“失控”境地。他说，过
去几年里抵达塞浦路斯的非法移民已超过 3 万人。

24%
希腊政府发言人察纳科普洛斯 28 日在接受当地阿
尔法电台采访时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将于 6 月 10 日
要求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解散本届议会，于 7 月 7 日提前
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之所以把日期定在 7 月 7 日是为
了“避免扰乱学校考试的进程”。此前，舆论预测 6 月
30 日是最有可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日期。
在 5 月 26 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齐普拉斯领
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国内获得 24%的支持率，反对
党新民主党的支持率则超过 33%。齐普拉斯随后宣布将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新一届希腊议会选举原本应于今
年 10 月举行。
（均据新华社电）

伊朗软硬两手寻求“突围”
刘凯旋
增兵、紧急提供新一轮军售、派遣航母打击群和
轰炸机战斗群……5 月以来，美国对伊朗步步紧逼。
伊朗也毫不示弱，伊朗总统鲁哈尼强调，即便美国轰
炸伊朗，伊朗也不会屈服。

美国紧逼 伊朗强硬

白宫提交向中东派遣 1 万兵力的计划。而特朗普只批
准增派了 1500 名士兵。相关分析称，虽然国家安全事
务顾问博尔顿等“鹰派”人物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的
军事行动，但特朗普本人对向中东派兵持怀疑态度。
对于美国的矛盾做法，李绍先认为：“美国当前
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不断进行军事部署对伊朗极限
施压，造成地区局势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伊朗作出相
应部署和回应，美国感觉其在当地的使领馆、军事基
地等受到威胁，因而不得不调派新的力量前去保护。
此次五角大楼要求增兵 1 万人而特朗普批准 1500 人与
其说是示强不如说是‘露怯’！”

5 月 24 日，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
普表示，美方将向中东地区增派约 1500 名士兵。同一
天，据德新社报道，美国政府以与伊朗关系紧张为
由，绕过国会向沙特、阿联酋和约旦启动共计 22 项、
总价值约 81 亿美元的军售。
谈判就意味着屈服？
5 月以来，美国步步紧逼。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 7 日报道，美国宣布向中东地区部署“林肯号”航
母打击群和 B-52 轰炸机战斗群，向伊朗发出警告。
法新社报道称，特朗普在 27 日会见日本首相安倍
据今日俄罗斯 10 日报道，美军向中东地区部署一艘两
晋三时，提出了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栖攻击舰和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本月中
面对美国的“示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
旬，美国海军“麦克福尔”号和“冈萨雷斯”号导弹
德·塔克特·拉万奇表示，目前伊美之间不可能进行和
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
谈，美国出尔反尔的态度已经在外交领域出现信任
5 月 26 日，《德黑兰时报》 报道称，伊朗总统鲁哈 “赤字”，伊朗不接受美国一边恐吓威胁一边寻求谈判
尼强调，即便美国轰炸伊朗，伊朗也不会屈服。“我
的态度。
们需要抵抗，这样敌人就会明白，如果他们轰炸我们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去年 5 月蓬佩奥对伊朗提
的土地，如果我们的孩子被捕、受伤或牺牲，我们将
出 12 项要求，其中包括停止铀浓缩活动、终止弹道导
不会放弃国家独立与我们为之骄傲的目标。”
弹研发项目、从叙利亚撤出所有军事人员等。李绍先
指出：“美国的要求对于伊朗来说太苛刻，谈判就意
味着屈服。”
“示强”还是“露怯”
伊朗展开外交攻势。阿联酋 《海湾报》 26 日报道
称，伊朗外长扎里夫为消除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疑虑，
“由于形势骤然紧张，81 亿美元的军售交易是美国
提出共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以示诚意。此外，伊
紧急提供的。”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 朗继续向欧洲施加压力。鲁哈尼日前公开宣布，给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绍先说，
“ 美国一向在中东形势 《伊核协议》 欧洲方 60 天的期限，如果谈判不成功，
紧张时大量倾销军火。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对中东实行
那么伊朗将全面投入核武制造。
‘离岸平衡’，后经历了全面介入期和战略收缩期，当前
李绍先分析称：“从美国的军事部署来看，美国
重新回归‘离岸平衡’，即利用在中东的代理人——以
并不是要开战，而是要对伊朗进行全面封锁，逼迫伊
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制衡伊朗，并建立中东战略联盟，把
朗就范。但当前美国和伊朗轮番作出反应，地区紧张
沙特扶植成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
局势螺旋上升，至少到今年下半年中东紧张局势都难
据俄罗斯卫星网 5 月 23 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将向
以缓解。”

中俄青少年互访交流迎“六一”
5 月 28 日，中国黑河市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
斯克市的 240 名少青少年跨过界江，作为“六一”
国际儿童节《友谊之桥》青少年互访交流活动首
批小使者，开展了为期 4 天的交流活动。
这是中俄黑河—布市“六一”少儿互访活
动的第 24 次牵手。俄罗斯青少年在黑河市中俄
青少年活动中心参观了天文望远镜，学习了击
剑、街舞、国际象棋等，在黑河法爵烘培体验
了手工制作、DIY 饼干制作，在黑河学院文化
旅游学院体验了中国茶艺、折纸、制作香包，
在黑河普希金书店体验阅读和包粽子等，加深
了俄罗斯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图为俄罗斯青少年在黑河体验了手工制
作饼干。
邱齐龙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