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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美联社公布一封美国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信
件副本，披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再次在格陵兰开设美国领事
馆，希望能与格陵兰官员和社会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

尽管先前的购岛计划遭到了丹麦政府的拒绝，但特朗普
政府对格陵兰岛的兴趣并未消减，战略部署仍在继续。

买卖不成仁义不在

近日，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动作频频。短短一周多的
时间内，美国对格陵兰岛的兴趣已然人尽皆知。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
向丹麦收购格陵兰岛。18 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回应
称，美方购买格陵兰岛的想法十分荒谬，丹麦欢迎商业合
作，但拒绝出售。

弗雷泽里克森当时可能并未料到这番言论会带来怎样的
后果。20日一大早，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鉴于丹
麦首相对购岛计划的拒绝以及令他十分不悦的言辞和态度，
他将推迟访问丹麦。

特朗普原定9月2日至3日访问丹麦，与首相弗雷泽里克
森和格陵兰岛地方自治政府首脑吉尔森会面，商讨北极事
务。事发突然，以至于特朗普宣布取消访问的数小时前，美
国驻丹麦大使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准备迎接特朗普。

尽管购岛计划遭到丹麦方的拒绝，美国仍在不断争取。
据欧联通讯社21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官员们正在探讨向丹麦
政府每年支付6亿美元后永久拥有格陵兰岛的可能性，这笔
数目是根据丹麦政府每年为格陵兰岛支付的款项所定。

购岛并非“一句玩笑”

美国想要购买格陵兰岛已不是头一回。1946年，时任美
国总统杜鲁门就曾试图用1亿美元向丹麦购买格陵兰岛，但
遭到了拒绝。

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
掌管。岛上总人口大约 5.7 万，大部分是原住民因纽特人。
每年丹麦政府都会对其提供大量补贴，此次特朗普也提出了

“身为盟友愿为其分担”的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争夺稀土资源、提升北极圈话语权和加强军事部署
是美国提出购买格陵兰岛的三个主要原因。

据《金融时报》报道，格陵兰岛大约有3850万吨稀土氧
化物，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稀土氧化物总量约为 1.2 亿吨。

“美国提出购岛体现了其想在稀土争夺战中拔得头筹的野
心。”袁征说。

袁征认为，目前各国在北极地区的主权争夺日趋激烈，
拥有格陵兰岛可以帮助美国争得在北极地区的霸主地位。

“格陵兰岛是北极圈内最大的岛屿，广阔领土领海是绝对话
语权的象征。”

“格陵兰岛所处北极，是控制飞行交通要道的绝佳场
所。”袁征表示，格陵兰岛是美国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军事
战略据点。“尤其在退出中导条约后，美国可以在格陵兰岛
部署中短程导弹，同时前沿安置监控雷达，乃至部署导弹防
御系统，寻求美国的绝对安全。”袁征说。

“赌气”外交失了风度

此次特朗普突然推迟对丹麦的国事访问，让美国的外交
政策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哥本哈根邮报》 21日报道称，丹麦各界普遍认为美国
这个决定是对丹麦的不尊重，特别是在丹麦仍为美国最亲密
盟友之一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认为，美国以一种不可预测而
且常常是报复性和交易性的方式开展外交活动，美国的外交
政策看起来就像是家族生意的延伸。美国总统的做法让美国
不再是全球稳定的重要支柱。

袁征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行为不符合国际礼仪。
“美国的霸权心态暴露无遗，违反了各国平等的原则，损害
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据美联社21日报道，面对美方的推迟访问，丹麦首相重申
了反对出售格陵兰岛的决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贝尔托表示，
欧洲联盟完全赞同并支持丹麦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会加剧美俄关系动荡，引
发俄罗斯的不满甚至是报复。”袁征分析称，考虑到自身安
全利益与地区稳定，欧洲国家普遍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也
不会允许这样的潜在危险出现。

袁征认为，未来美国全盘操控格陵兰岛的可能性不大。
“双方可能会展开谈判，美国可以征求丹麦的同意，在格陵
兰岛上进一步扩大军力部署，在北约大框架下，加强与丹麦
的合作。”袁征说。

偏远的格陵兰为何让美方着迷？
钱盈盈钱盈盈

引爆“克什米尔火药桶”

8月 5日，印度宣布废除宪法第 370
条，取消此前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
区的“特殊地位”，一时引爆印巴之间
的激烈争端。印度国会通过法案，将印
控克什米尔重组为“查谟克什米尔联邦
直辖区”和“拉达克联邦直辖区”。

“取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印
度人民党捅了马蜂窝”，据英国 《独立
报》 8月 7日称，“此举对印度是否有利
令人怀疑，但肯定会给整个南亚带来更
多麻烦”。

印度封锁了大部分印控克什米尔，
切断了当地的外国通信，并向克什米尔
增派 3.8 万名士兵。路透社 20 日称，虽
然印度政府在印控克什米尔实施戒严，
但仍有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有30人因此
被捕。据美联社21日报道，根据地区警
方负责人的说法以及逮捕统计数据，在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实施安全封锁和通信
管制期间，至少有2300人被捕，其中大
多是年轻男性。据法新社 19 日称，“他
们大多被送到其他地区，因为当地的监
狱已经人满为患”。

印度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现状的做
法，引发巴基斯坦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将利用所有可能
的选项”，反对印度这一非法措施。

目前，巴基斯坦已经宣布 5 项反制
措施。据《今日印度》8月8日报道，这
些措施包括降低与印度的外交关系；暂
停与印度的双边贸易；重新评估两国双
边协议；将印度的行动诉诸联合国，包

括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年 8月 14日巴基
斯坦独立日当天，声援克什米尔地区民
众“争取自决权利的正义斗争”。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
主权争端由来已久，两国已经进行了多
次战争。1972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
了 《西姆拉协议》，双方重新建立了控
制线，将克什米尔分为两部分。近年
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仍时有
发生。

巴方关闭对话通道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 8月 22日报
道，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当天在接
受 《纽约时报》 采访时表示，在印度总
理莫迪政府多次拒绝他为和平与对话所
做努力后，他对印度官员的态度很失
望，今后将不再寻求与他们对话。“和
他们对话没有意义。我尝试过谈判，但
不幸的是，我为和平与对话所做的所有
尝试都被印度当成是绥靖。”伊姆兰·汗
称，“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与印度对话无果，巴基斯坦转向求
助联合国。8 月 16 日，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闭门磋商。据印度“news 18”新
闻网16日报道，俄代表建议印巴在1972
年《西姆拉协议》和1999年《拉合尔宣
言》 的基础上，根据 《联合国宪章》 等
采取双边路线解决问题。印度 TNN 电
视台则称，印方表示此次磋商为非正式
会议，因此也不会通过相关决议。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1日报道，巴
基斯坦已表示将提请国际法院对克什米

尔争端作出裁决。当地媒体援引巴基斯
坦外长库雷希的话说：“已达成将有争
议的克什米尔问题诉诸国际法院的基本
决定。”据巴基斯坦 《黎明报》 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特别助理菲尔杜斯·阿西
克·阿万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对记者说，
内阁已原则上批准该决定。

“巴基斯坦将克什米尔争端诉诸联
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在国际法上是
有依据的。根据1948年《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关于
克什米尔地区任何治理的决定，都要征
得克什米尔人民的同意。”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所研究员赵干城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联合国一贯主张的自决，在
印度此次的做法中显然没有得到体现，
巴基斯坦打这场官司具有合法性。但
是，联合国无法迫使印度取消这一决
定，法院决议缺乏执行力；打官司的过
程可能旷日持久，印方也会全力应对，
结果不可预知。”

中国扮演“斡旋者”角色

“中国一直在南亚和平与稳定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今年 2 月，印控克什米
尔发生普尔瓦马袭击事件后，印巴关系
一度进入到剑拔弩张状态，中俄及各方
的及时沟通与适时协调，对克什米尔局
势起到了降温作用。”复旦大学国际问
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指出，这次印度
取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中国一
方面要抵制印度侵权行为，维护自身利
益；另一方面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中国
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积极为地区局势降

温和稳定发挥协调作用。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8月9日，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专程紧急来华
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举行会谈。
库雷希详细通报了巴方对近日克什米尔
局势最新发展的看法、立场和应对举
措。王毅表示，近日克什米尔地区局势
动荡升级，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克什米
尔问题是殖民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应
当根据 《联合国宪章》、相关安理会决
议以及双边协定，以和平方式加以妥善
解决。

8月 11日至 13日，印度外交部长苏
杰生首次以外长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
12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
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就克什米
尔相关问题表明中方立场。王毅表示，
中方反对任何使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行
动，希望印巴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
议，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苏杰生外长也郑重做出了三大承
诺，即“印方修宪不产生新的主权声
索，不改变印巴停火线，也不改变印中
边界实际控制线”。

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共同朋友和
友好邦邻，中方希望双方保持克制，避
免局势升级。“在印巴克什米尔地区争
端中，中国希望通过扮演‘斡旋者’角
色，维护地区的安定与和平，妥处历史
恩怨，避免单边行动，寻求和平共处的
新路。”赵干城表示。

上图：8 月 14 日，在巴基斯坦东部拉
合尔附近与印度交界的瓦格赫口岸，巴
基斯坦（前）和印度两国的仪仗兵参加降
旗仪式。 新华社发

取消克什米尔“特殊地位” 印巴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印度一味强硬带不来和平
孙少锋 李笑然

8月 21日，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
报道，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在克什米尔冲
突地区交火，造成数人丧生。巴基斯坦军
方发言人阿西夫·加富尔称“印度违反了停
火协议”。在印度宣布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
区“特殊地位”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近
50 年来首度就克什米尔局势召开正式会
议。随着印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克什米
尔地区局势牵动全球目光。

环 球 热 点

国 际 时 讯

今年 8 月 24 日是乌克兰独
立 28 周年纪念日。当天，数十
万人聚集在首都基辅市中心，
参加盛大庆祝活动。

上图：人们举着乌克兰国
旗参加庆祝活动。

左图：军人在独立日庆祝
活动上行进。

新华社/美联

乌克兰
庆祝独立日

七国集团峰会呼吁避免贸易战

一年一度的七国集团峰会8月24日在法国南部滨海小城
比亚里茨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呼吁避免贸易战。

本届峰会为期 3 天。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
利、加拿大和日本七国领导人与会，印度、澳大利亚、埃
及、南非、智利、布基纳法索等国领导人受邀参加相关讨
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
构负责人将参加相关会议。

“反对不平等”是轮值主席国法国为本届峰会设定的主
题，与会者将探讨如何解决性别、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不
平等。此外，全球经济和贸易、伊朗问题、气候变化等也
是峰会议题。

马克龙24日在峰会开幕前发表讲话说，希望七国领导
人能意识到，紧张局势尤其是贸易紧张局势对全世界都是
有害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他将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不要进行贸易战，因为贸易战已经使全球经济不稳定。欧
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贸易战必须停止，如果美国出
于政治原因使用关税，将危害全世界。

韩国启动“独岛防御演习”

韩国军方 8 月 25 日宣布在独岛 （日本称“竹岛”） 附
近海域启动为期两天的“独岛防御演习”，并将这一演习更
名为“东海 （即日本海） 领土守护演习”。

据韩国媒体报道，此次演习投入兵力是往年的两倍，
海军和海警潜艇、海军和空军战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
兵等将参加演习。此外，拥有“世宗大王”号宙斯盾驱逐
舰的韩国海军第七机动战团和陆军特战司令部将首次参加
这一演习。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高旼廷当天在记者会上表
示，“东海领土守护演习”不是仅仅针对日本，而是为了维
护韩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每年例行的演习。

黎巴嫩政府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入侵

黎巴嫩军方 8 月 25 日表示，一架侵入黎巴嫩领空的以
色列无人机当天凌晨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坠毁，另一
架侵入黎巴嫩领空的以色列无人机在空中爆炸，造成黎巴
嫩真主党媒体中心大楼部分受损。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事发后，黎军立即赶往现场并封锁周边区域，现正展开调
查。黎巴嫩政府谴责以色列无人机侵入黎巴嫩领空，称黎
方将会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回应。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表示，以色列无人机入侵事件
是以色列对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是以色
列不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的“新篇章”。

（均据新华社电）

图为 8 月 25 日，参与“独岛防御演习”的韩国士兵和
军机。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