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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约地位下降的标志”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北约“脑死亡”的言论
还在持续引发争议。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纪念北约成
立70周年峰会低调进行。

《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称，在12月3日至4日举行的
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峰会上，各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一
场简短会议，旨在避免冲突。“这不是一次峰会，领导人
之间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时间很短，这是有意为之。”

今年 4 月 4 日是北约成立 70 周年纪念日，北约组织
成员国外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当时，美国

《时代》 杂志网站也曾指出，与成立 50周年、60周年时
的首脑会议相比，70 周年的庆祝活动降格为外长会议，

“这是北约地位下降的标志”。
盟友之间不减反增的分歧是笼罩在北约70岁生日之

际的一层浓重阴影。
法新社列举出北约面临的一系列矛盾：美欧围绕防务

预算开支的纷争持续不断；如何对待俄罗斯考验北约内部
团结；马克龙称北约“脑死亡”的表态引发欧洲其他国家的
不满；土耳其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招致众多
北约成员国批评……

“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关于防务费用分摊的矛盾仍是
当前主要的焦点。美国认为欧洲在北约框架内‘搭便车’，
其分担的防务费用与其享受的防务保障不相匹配，因此一
直敦促欧洲必须立即将防务开支增加到其GDP的2%，而
不是等到原计划的 2025 年。而目前，欧洲对美国缺乏信
心，担心未来某个危机出现时，美国是否真能履行对北约
的承诺并保障欧洲的安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
院副教授赵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近日，北约分步骤宣布了一系列采购与开支计划。
美国官员日前也证实，北约同意减少美国负担的北约直
接预算，分担比例从 22%降至与德国一样的 16%。有分
析称，这是发出旨在使美国满意的“政治信号”。

不过，另有观点认为，北约直接预算只有 25亿美元，
这笔费用主要用来支付北约总部及一些基地的的电费等，
在直接预算上做文章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美国的不满。

“最大出资方成最不确定因素”

北约当下的困境因何而起？
俄罗斯 《消息报》 称，北约为扩员付出了代价，因

为规模越大，成员的利益越多样化，彼此之间进行谈判
的难度就越大。

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已是无需掩盖的事实。
有外媒称，美国成为北约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来源。

“北约最大的出资方是最不确定的因素，这动摇了整
个联盟的稳定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70 年
来，一项基本原则将北约29个成员捆绑在一起，那就是
信任。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欧洲盟友认为大
部分时间都没见到这种团结精神。

赵柯指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取
向发生了很大变化，让北约内部原本存在的矛盾激化、显
性化。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与欧洲盟友承担的责任必须
是平衡的。美国不再愿意为了别国利益而过分投入本国资
源。在防务、经贸等问题上，美国对欧洲不像过去那么

‘慷慨’。例如，2014年的北约峰会曾通过一项决议，即
2024年之前所有成员国将把防务开支上调至国内生产总
值 （GDP） 的2%。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要求欧洲立
即行动，而不是拖到 2024 年甚至更晚。对于欧洲而言，
这种强制的方式很难接受。之前被掩盖的矛盾，现在被拿
上台面，这使盟友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赵柯说。

此外，自1991年华约解散以来，定位问题长期困扰
北约。如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刊文所言，北约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焦虑气氛中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
苏联向欧洲扩张。而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华约解散，北约
失去了存在的明显目的。

“美国希望把北约的防御范围扩大，例如将网络攻击
等虚拟世界的安全挑战也纳入北约的安全框架，同时突
破地理限制，让北约担负起亚太地区安全挑战的应对。
但欧洲并不认同将北约防务目标全球化，它们认为北约
仍是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组织，应主要解决欧洲的安全问
题。”赵柯说。

“弹性似乎远不如从前”

在此次峰会中，北约的未来是讨论最多的话题之
一。盟友之间的“叫板”、日益显现的分歧让许多人担
忧，北约还能挺多久？

德国通讯社称，德国联邦议院左翼党团近日发起请
愿，称“北约 70 年就够了”，要求德国退出北约组织。
德国新闻电视台认为，跨大西洋的鸿沟越来越大，从长
远看，欧洲需要考虑独立的安全外交政策。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北约依然存在吸引力。今年
2月，北约 29个成员国代表在布鲁塞尔总部签署北马其
顿加入该组织的协议。这意味着，在程序全部批准后，
北约成员国将增至30个。彭博社引述专家观点称，不要
夸大北约内部的紧张关系，各成员国的地域和安全优先
等级都不同，在这样的组织内，分歧并不是新生事物。

“分歧不等于分裂。”赵柯认为，虽然北约内部弥漫着紧
张情绪，但目前看来，成员国对这一组织的战略共识尚未动
摇。各国都认为北约仍然是维护欧洲安全的基石，并赞同
在北约这一集体安全机制的框架下维护欧洲安全。

“虽然欧洲经常提到战略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想
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加强自身军事
能力建设，使欧美在防务合作领域的能力、权利、责任更加
对等和平衡，促使美国更加平等地对待欧洲、履行承诺，从
而进一步巩固美欧同盟关系。”赵柯指出，近10年来，欧洲
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在欧债
危机、克里米亚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后，欧洲认识到
自身的脆弱性，因此不会轻易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讲话时表
示，应该通过补充北约来发展欧盟防务结构，而不是想
着取代它。保留北约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甚至比冷战
时期更符合。目前，欧洲无法独自保卫自己，因此依然
依赖这个跨大西洋联盟。

“北约远非脆弱，但其弹性似乎远不如从前。”如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所言，弥合分歧是北约当下最需努力的事。

上图：4 月 4 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北约外长会现
场。 新华社/美联

美欧分歧加剧 团结精神缺失

北约70岁生日派对高兴不起来
本报记者 严 瑜

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至 4 日，北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英国伦敦举行纪
念成立70周年峰会。从议程看，此次峰
会办得很低调。相比庆生，化解盟友之
间日益凸显的矛盾，重新找回团结和凝
聚力，是这个全球最大军事安全组织当
前更为迫切的任务。

近日，新西兰北岛中部罗托鲁阿初级
中学的课堂内传来悠扬的中文歌声。歌
曲由中文助教乔巾哲改编填词，旋律简
单，朗朗上口，已在学生中流传开来。

11 月中旬，在乔巾哲一手操办下，罗
托鲁阿初级中学举办了全校范围的“发现
中国文化”活动，学生们穿汉服、吃糖葫
芦、包饺子、抖空竹、表演中国功夫……玩
得欢畅尽兴。

上图：中文助教乔巾哲 （中） 在音
乐教室指导学生练习中文歌曲。

左图：学生在“发现中国文化”活
动上体验用吹墨方式作画。

新华社记者 郭 磊摄

据英国《卫报》12月1日报道，除
德、法、英之外，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
入旨在绕开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贸易
往来支持工具”机制，维护欧洲和伊
朗的贸易往来。

另辟蹊径

据 《卫 报》 报 道 ， 比 利 时 、 丹
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6国加入
欧洲—伊朗结算机制“贸易往来支持
工具”。欧洲国家通过这一新的结算机
制，绕开美国对伊朗的单方面制裁，
寻求与伊朗进行贸易。

“易货贸易”是该结算机制的特
点。根据德、法、英 3 国 11 月 29 日发
布的联合声明，新机制避免美元结
算，允许伊朗继续向欧洲出售石油，
并从欧洲进口人道主义物资作为交换。

这一新机制率先由德、法、英于
2019年1月发起，以应对美国对伊全面
制裁。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
协议，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并在此
后多次升级制裁手段。

面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欧洲选
择“另辟蹊径”，条件是伊朗须继续遵
守伊核协议。

德新社 11 月 29 日报道指出，德、
法、英3国发起的新结算机制除了维护
与伊朗的贸易，也旨在维护伊核协
议，要求“伊朗必须重新全面遵守核
协议条款，毫不拖延”。

表达不满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
究员陆瑾指出，“贸易往来支持工具”采
用虚拟账户结算。在欧洲，从伊朗进口
的公司和向伊朗出口的公司进行直接
资金交易，伊朗方面同样如此。这一设
计“旨在避免欧洲与伊朗贸易过程中的
资金往来，以期避免美国的金融制裁。”

同时，新结算机制现阶段只针对
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等美国制裁豁
免的人道主义物资，最大程度避开了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

这一机制折射出欧洲对美国单边
制裁伊朗的不满。“德国之声”曾在该
机制初次发布时指出，新机制是德、
法、英 3 国向美国发出的最明确信号，
即认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是错误决定。

彭博社刊发分析文章指出，欧洲
与伊朗的贸易值得“力保”。欧洲与伊
朗拥有“历史贸易纽带”。除石油贸易
之外，欧洲还持续向伊朗出口数十亿
美元的零部件、机械和运输设备，这
类货品已对出口伊朗形成路径依赖。

德国 《明镜》 周刊总编辑克劳斯·
布林克博伊默撰文表示，从 2018 年 5
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开始，欧洲就应
该脱离美国，独立与伊朗交往。

陆瑾认为，欧洲由德、法、英牵
头，建立与伊朗的新贸易往来机制，

“其政治意义在于，表明欧洲反对美国
对伊制裁和长臂管辖，并坚决维护伊

核协议和自身利益的立场”。

亮明立场

当前，新机制还未进行任何交易。
《德黑兰时报》11 月 30 日援引伊朗副外
长阿拉格奇的表态称，希望 6 个国家的
加入能促使这一机制走向正式运营。他
表示：“即使在制裁状态下，这一机制也
能覆盖伊朗近20％的对外经贸往来。”

据伊朗《金融论坛报》8月发布的
数据，2018 年上半年欧盟和伊朗之间
的贸易总额为 106.7亿欧元；2019年上
半年，伊朗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总额为
25.6 亿欧元，同比下降约 76%。同时，
2019 年上半年，伊朗对欧盟出口额约
4.2亿欧元，同比降幅超过93%。

伊朗对外贸易依然受制于美国制
裁，欧洲企业是否接受新机制，仍有
待观察。

不过，新机制的意义不止于维持
欧洲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德国 《每日
镜报》 在该机制发布时曾预测，新机
制的影响将远超欧盟与伊朗之间的贸
易，有望在欧洲逐渐取代美国主导的
国际贸易支付体系 SWIFT，建立一个
独立于美元的支付系统。

陆瑾指出，尽管新机制当前还不
足以解决实际问题，但具有积极作
用。“越来越多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
家探索创建绕过美元结算的机制，这
必将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美元霸权构
成挑战。”

又有6国加入对伊朗新结算机制

欧洲对美霸权大声说“不”
林子涵

又有6国加入对伊朗新结算机制

欧洲对美霸权大声说“不”
林子涵

““汉语学习发了芽汉语学习发了芽””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
曾因诈骗罪被判刑，再次涉
嫌诈骗后逃往澳大利亚。蛰
伏数月后，他“横空出世”，

“爆料”了一个非常迎合某些
人口味的故事。

蹩脚谎言也有人信。这
说明，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
想相信的东西。

“ 干 预 大 选 ”“ 策 划 推
翻”“中共间谍”……“阴
谋”味道十足的故事让一些
澳大利亚媒体犹如嗅到血腥
味的鲨鱼，张开了血盆大口。

不去寻找佐证，不去确
认真实性，这些媒体实在是
太喜欢这盘“菜”，以至于把
职业道德抛诸脑后，迫不及
待地端了出来。

更令人瞠目的是，“上
菜”后，一些政客、机构立
马摩拳擦掌，准备掀起新一
轮抹黑中国的舆论。

是的，抹黑中国。这个
粗 制 滥 造 的 所 谓 “ 间 谍 故
事”之所以能在舆论场上引
起轩然大波，正是因为一部
分别有用心的人时时刻刻在
寻找机会抹黑中国。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他们早已是风
声鹤唳、草木皆兵。有机会
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
要上。

就在几天前，美国驻德
国大使与德国经济部长本来
是在讨论美国情报机构曾经
窃听德国政治家的丑闻，结
果，这位美国大使硬是把中
国 扯 了 进 来 ， 甚 至 公 开 宣
称，把中美相提并论是“辱
美”。还有曝光率很高的美国
副总统彭斯，他几次三番就中美贸易、知识产
权、芬太尼等问题向中国“泼脏水”。更不用提，
美国公然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指手画脚。

打“舆论战”，西方媒体是高手。依靠在国际
舆论上的绝对优势，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搞

“颜色革命”，西方国家更是驾轻就熟。打着“民
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旗号，他们罔顾道义与
民众福祉，在世界各地制造令局势不稳定的所谓

“美丽风景线”。
只是，谎言重复千遍依然是谎言。“中国间

谍”的剧情迅速反转，变成一出荒唐可笑的闹
剧，那些吃相难看的政客、机构和媒体则被公开

“打脸”。在抹黑中国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他们透
支的是自己的信誉。美国最近一份民调就显示，
美国人普遍对候选人、决策者、新闻媒体缺乏信
任：约 1/3的美国人不相信媒体报道有事实根据，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只是有时相信议员的决定有事
实根据。

对中国而言，这不过是前进道路上一批跳梁
小丑的拙劣表演。中国明白，这不是第一次，也
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国正在用行动让世界明白：
中国有足够的初心和定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梦想前进；中国也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对
侵害自身重大利益的行为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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