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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出尔反尔 缓兵之计

6 月初，白宫一改伊朗的强硬态度。据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6月2日，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宣称，特朗普政府愿意与伊朗进行

“不预设条件”的会谈，此举可能有助于缓
解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关系。

6月5日，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提及伊
朗，称“有机会在领导层不变的情况下成
为一个伟大国家。我们不寻求政权更迭。
我想明确表达这一点。我们寻求的是没有
核武器”。特朗普还表示，他已准备好与
伊朗总统鲁哈尼进行对话。

出于谨慎，伊朗依然处于观望之中。
有消息称，鲁哈尼的姿态相对温和，他曾
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表现出尊重并解除
制裁，伊朗可能会愿意谈判。

但仅仅两天后，美国便出尔反尔。6
月 7 日，路透社报道，美国公布对伊制裁
新措施，将目标瞄准伊朗的“钱袋子”。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此事似乎早
有预料。美联社报道，哈梅内伊之前曾回
应美方此次的“谈判”提议。他表示，德
黑兰不会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谈判提议

“欺骗”。伊朗将继续抵制来自美国的经济
和政治压力，抵制虽然有代价的，但向敌

人投降的代价更高。他还敦促伊朗官员不
要关注美国的谈判提议。

法新社 6 月 8 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
言人穆萨维在一份声明中称，“只需要一
个星期，美国总统说他已经准备好与伊朗
进行谈判的说法就被证明是空话了。”

美国似乎将这种出尔反尔当成了一种
策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孙德刚指出，美国决定对伊朗石化企业进
行制裁，是美国对伊朗“军事遏制”和

“经济制裁”双重“极限施压”政策的组
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颠覆伊朗政治制
度，实现政权更迭。在此背景下，美国的

“缓和”与“谈判”往往只是缓兵之计。

悬剑于顶 中东不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
研究员李伟建表示，推翻奥巴马时期的伊
核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原定计划，这也是
美国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的直接原
因。但特朗普显然没有料到欧洲等国强烈
反对的态度，已经有点恼羞成怒，希望通
过更强硬的措施逼迫伊朗就范。

就中东局势而言，“制造”一个强硬
的、时刻威胁地区安全的伊朗更符合美国
利益。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之前曾表示，伊朗涉嫌在阿联酋附近海域
袭击油轮，此举意在提高油价。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则声
称，伊朗“几乎肯定”是 5 月中旬 4 艘商
船遭破坏事件的幕后黑手，遇袭商船中包
括两艘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油轮。

李伟建说：“实际上，美伊拉锯是美
国刻意所为，美方将伊朗当作一张关键
牌，试图影响整个地区局势。”

伊朗被美国塑造成悬在中东头上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李伟建指出，美国一直想
成立阿拉伯版北约，伊朗是美国为逊尼派
阿拉伯国家树立的假想敌。只有夸大伊朗
威胁，美国才有插手中东局势的借口，才
能借机进行武器售卖。此外，特朗普政府
支持的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成功连任，美
国试图通过炒热伊朗问题，转移中东焦
点，为内塔尼亚胡的组阁和自己所谓“世
纪交易”的达成创造空间。

就美国国内而言，2020年选战已经打
响。李伟建指出，对伊的强硬态度是特朗
普的竞选招牌之一，这有利于他拉拢国内
犹太裔和强硬派基督教选民。

伊无退路 紧张加剧

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报道，国

际原子能机构在其季度报告中说，对伊
朗核计划的核心限制内容得到了遵守。
德黑兰不论在铀浓缩水平还是在浓缩铀
及重水的库存方面都没有超出限制。与 2
月份的报告结果相比，伊朗的重水库存
基本保持不变，浓缩铀库存增加约 6%。

专家分析称，虽然华盛顿与德黑兰
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但德黑兰保持了
克制。

美国的做法正在激怒伊朗。之前，在
纪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大阿亚图拉
鲁霍拉·霍梅尼逝世 30 周年的一场仪式
上，哈梅内伊曾声称，“关于导弹计划，
他们知道我们已达到具备威慑力和稳定性
的阶段。他们想剥夺我们这一成就，但他
们永远都不会成功。”

外媒称，尽管美国退出，但德黑兰方
面依然表示，它仍打算遵守核协议。然
而，它同时威胁说，如果核协议的其他签
署国没有找到保护伊朗免受美国制裁的方
法，德黑兰将提高铀浓缩水平。这被外界
视为伊朗为分散疏解美国压力转而向欧盟
施压。但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强硬，很
难指望欧盟对此有大的作为。

上图：2019年 4月 30日，伊朗士兵在
霍尔木兹海峡巡逻。

艾哈迈德·哈拉比萨斯摄 （新华社发）

本报沙特麦加电 （沙伟强、
董立巍） 6月 6日，朝阳冉冉升
起，沙特麦加轻轨的列车陆续
缓缓驶出了停车库，这标志着
2019 年朝觐前的试运营工作正
式展开。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再
次承担朝觐运营任务。

沙特麦加轻轨项目由中国
铁建承建，整个建设工期仅用
16个月，于2010年11月13日开
通运营。自 2010 年到 2014 年，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圆满完成了
连续五年、累计运送朝觐者达
上千万人次的运营维保任务，
得到了沙特各界及全世界穆斯
林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2018 年，应沙方邀请，中
国铁建国际集团重返沙特麦加
轻轨项目，在时间短、任务重
的压力下顺利完成了 2018 年的
朝觐运营任务。这不仅是中国
铁建国际集团对沙方业主承诺
的兑现，也是激活铁路运营业
务、拓展海外铁路运营市场、
助力全产业链发展目标的实力
展现。

在 去 年 成 功 运 营 的 基 础
上，今年，沙特铁路公司主动
联系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并于4
月 24 日签订麦加轻轨朝觐运营
维保合同，同时签署了后五年
运营的合作框架协议。

为了完成 2019 年麦加轻轨
朝觐运营任务，中国铁建国际
集团迅速集结队伍、引进专业
人才、补充新鲜血液、加强精
细化管理，组成了专业的项目
团队，陆续完成检查检修、组
织上场、试运营计划拟定及全
面部署，完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等诸多任务，在短
期内具备了试运营的各项条件。

试运营阶段，项目管理团队将全面测试和检查
试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系统问题并及时排除故
障，根据历史经验提前做好应对突发情况和极端天
气的部署与演练，同时进一步提高轻轨司机、调度和
车站服务人员、后勤保障人员水平，加强各专业配合
默契度，确保沙特麦加2019年朝觐运营圆满成功。

美国总统特朗普 7日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已就边境
非法移民问题达成协议，对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计
划被无限期暂停。这份在华盛顿谈判三天后于 6 月 7 日
宣布的协议，避免了特朗普扬言从6月10日开始对所有
墨西哥产品加征5%关税的威胁变成现实。

关税施压 美国“一招见效”

据西班牙埃菲社 6 月 8 日报道，特朗普此前威胁
称，如果墨西哥不能加强措施控制美墨边境，美国将从
6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5%的关税。面对
美国政府的关税威胁，墨西哥总统洛佩斯随后在致特朗
普的公开信中呼吁加强对话，并派遣代表团赴华盛顿与
美国政府就加征关税和移民问题进行磋商。

根据协议，墨西哥同意将先前有争议的“待在墨西
哥”计划延伸至美墨边境全线。根据先前的计划，跨越
美墨边界进入美国南部的非墨西哥籍移民将被移送至墨
西哥，在那里等待美国移民法庭处理庇护申请。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月 8 日预言，墨
西哥将大力执行一份新协议。根据该协议，墨西哥同意
扩大一项有争议的庇护计划，并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
全，以阻止试图抵达美国的中美洲移民。

据阿根廷 Infobae 网站报道，6 月 9 日，墨西哥当局
向恰帕斯州塔帕丘拉的移民局增派 103名警员，这是美
国与墨西哥达成移民问题协议后，墨西哥就加强南部边
境移民管控作出的最新举措。此次在边境移民站增派警
员，是墨西哥为避免美国加征关税而与其达成移民管控
协议的一部分。据悉，墨西哥将派出6000名国家警卫队
人员到南部连接危地马拉的边境地区，以控制移民潮。

丛林法则 破坏国际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表
示，从客观上来讲，加强美墨边界控制，解决非法移民
问题，需要墨西哥与美国共同合作。但是，移民问题更
多指向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国内的政治诉求。

反非法移民是特朗普重要的政治纲领之一。特朗普
在竞选期间宣称要将非法移民逐出美国，因为非法移民

在抢夺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并对社会治安有潜在的威
胁。此后，特朗普在许多场合中都公开表示对非法移民
的“零容忍”。

袁征说：“无论是 2016年美国大选，还是去年的中
期选举，特朗普就非法移民问题对选民作出公开承诺。
现在美国马上进入新的选举周期，在这个时间节点，特朗
普以惩罚性关税作为向墨西哥政府施压的手段，减少非
法移民进入美国，展现出他的个人姿态。如果此举能够赢
得选民手中的选票，那么特朗普的政治目的便达到了。”

据路透社 6 月 8 日报道，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
尔·拉米表示：“我的反应是，绑架似乎奏效了。”他指
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违背国际外交精神，其所作的贸
易决定完全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拉米说：“很多人
不喜欢丛林法则，是因为有强有弱，他们不希望强者总
是伤害弱者。”

一纸协定 换来“短暂和平”

移民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墨、美国与部分中美洲
国家关系中的热点问题。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日前
发布的数据，今年5月共有逾13万名非法移民在美国和
墨西哥边境被捕，单月被捕人数创13年来新高。

“美墨作为邻国，过去有大量墨西哥人或者其他中
美洲国家的人通过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成为美国的重
要劳动力。对于墨西哥和这些中美洲国家来说，这是一
条重要的创造外汇的渠道。现在美国加大对非法移民的
打击力度和遣返力度，将减少跨境就业机会，导致劳动
力输出国家的外汇量下降。”袁征说。

墨西哥前驻美大使阿图罗·萨鲁坎说：“墨西哥不
能、也不该对特朗普的最后通牒屈膝。”他称这是一个

“糟糕的征兆”，并担心特朗普会在2020年总统选举升温
时寻求对墨西哥施加更大压力。萨鲁坎说：“不仅仅是
一份协议，特朗普想要的是战利品。”

袁征认为，协议签订换取了美国不再向墨西哥征收
高额关税的“短暂和平”。未来，墨西哥如果想避免美
国制裁，必须加派更多人力在边境进行管控，否则边境
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特朗普还会利用关税向墨西哥
施压。非法移民问题无法因一纸协议就完全得到解决，
很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和摩擦。

美国对伊朗双重“极限施压”
孙少锋 尹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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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在6月7日实施的新
制裁瞄准了伊朗的石油化工行业。制裁以波斯
湾石化工业公司为目标，美方称其为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经济部门提供财政支持。

美财政部还标明了该公司的39个子公司
和外国销售代理商。美方指出，该公司和它的
子公司控制着伊朗40%的石油化工产能，并负
责伊朗50%的石化产品出口。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称，此次制裁是对伊
朗经济进行大范围打击的最新措施，此举将有
助于令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金枯竭。

美墨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

“ 绑 架 似 乎 奏 效 了 ”
刘 月 陶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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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恩举行“热气球节”

近日，为期 4天的第
11 届德国波恩热气球节
举行，吸引来自德国、比
利时以及荷兰的 30 余支
热气球飞行队参加。观众
可乘坐热气球体验在莱茵
河畔上空飞行的乐趣。

图为观众在活动现场
尽情游玩。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试运营轻轨列车行驶在线路上。 沙伟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