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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希腊雅典—马其顿新闻社报
道，近日，希腊政府发布了“安全来
源国”名单。来自名单中国家的寻求
避难者的申请原则上将不被接受，并
且，希腊将加速遣返来自这些国家的
寻求庇护的难民。专家分析认为，面
对日益严峻的地区局势，欧洲收紧难
民政策，是“未雨绸缪”之举。

继续收紧难民政策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2019 年
抵达欧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人数为
12.4 万，仅是 2015 年难民潮峰值人数
的1/8。

2019年以来，涌入欧洲的难民人
数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欧盟各成员国
依然持续收紧难民政策，严格管控进
入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

据路透社消息，法国政府宣布一系
列收紧移民政策的新措施，包括对合法
移民的劳工设置配额制，并加大力度打
击非法移民。

据意大利当地新闻网报道，意大利
日前出台了一项领海管理法令，严禁未
经许可在地中海救助移民的非政府组
织或私人船只搭载非法移民进入意大
利主权水域。

据德国《星期日图片报》报道，截至
2019年11月1日前，德国收到避难申请
约 11 万件，仅不到四成获批。意大利

《共和国报》指出，2019年进入意大利的
非法移民人数不及去年的一半。

“欧洲认为，难民数量下降正是
政策收紧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分析，
“欧洲担心，在周边形势不稳定和国
内民意反对的背景下，一旦政策放
松，情况可能出现反复”。

未雨绸缪回应民意

欧洲难民潮与周边地区局势密切
相关。

近日，美伊关系剑拔弩张，中东
紧张局势升级，欧洲迎来新的考验。

“如果美伊开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盟友也将加入冲突，中东局势会陷入
新一轮混乱，欧洲难民问题有可能卷
土重来。”崔洪建分析。

土耳其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也为欧
洲增加了不小的难民压力。

2019年10月9日，土耳其向叙利
亚北部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
据法新社消息，10月12日，至少有2.5
万叙利亚平民从伊德利布省逃往土耳其
境内。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方无法再承受
新一轮的叙利亚难民潮。如若叙西北部
战火无法平息，欧洲将受到新的难民
潮影响。

“现在，在出兵叙利亚、利比亚问
题上，土耳其和欧盟矛盾升级。土耳其
一再以废除难民救助协议为要挟，欧
盟必须未雨绸缪。只有继续收紧难民
政策，欧盟才可能应对欧土关系一旦
生变带来的难民问题。”崔洪建说。

同时，欧洲各国收紧难民政策，也
是为了回应国内民意的反对之声，应
对国内政治的压力。据路透社报道，难

民危机给欧洲国家带来不小的社会和
安全压力，并助长了民粹主义、反移民
思潮、疑欧派及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多种尝试共同应对

当前，全球正致力于解决日益严
峻的难民问题。

援助难民来源地经济发展是尝试
之一。据法新社报道，日前，在瑞士日
内瓦开幕的首届全球难民论坛中，100
多家企业承诺向联合国难民署所关注
的群体提供就业、资金和其他援助，希
望通过减少当地贫困的方式解决难民
问题。

早在2017年，德国就提出“非洲马
歇尔计划”，希望通过援助非洲发展以全
面解决难民问题。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
发展部长格勒·穆勒用长达33页的计划
表，描绘了非洲与西方国家在教育、贸
易、商业发展和能源等领域平等合作能
达到的“新水平”。

解决难民问题绝非一日之功。
崔洪建认为，首先，从长期来看，应

该采用资本策略帮助难民改善民生。只
有让难民安居乐业，才能从根源上减少
难民数量。其次，欧洲在对外政策上需
要反思，应该怎样真正帮助其他国家实
现政权稳定。只有国际局势稳定，才不
会造成更多难民涌入欧洲。最后，全球
化客观上使人员的流动频率和速度都
大大提高，使得难民问题成为了人类社
会需要共同面对的困难。因此，应该在全
球范围内建立更好的人口流动管理机
制，避免难民的无序流动。

欧洲严防难民问题卷土重来
秦宁蔚

到访中东 释放信号

新年伊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访问
叙利亚和土耳其，成为 2020 年首位访问
中东的大国元首。

普京访叙前，事先没有公布行程。据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1月7日普京
抵达叙利亚后，立刻乘车前往驻叙俄军总
指挥部，与叙总统巴沙尔举行会谈，并一
同听取了军方有关叙利亚各地区局势的军
事汇报。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双方讨论
了叙利亚和中东地区局势，涉及伊德利卜
地区和叙北部局势、打击恐怖主义、推进
叙政治进程等。

这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普京
第二次访叙和首次访问叙首都大马士革。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俄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 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诺维科夫的话称，普京此次访叙非常合时
宜，表明俄罗斯始终支持叙政府，尤其是
在当前叙利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美国
对伊朗政策导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
背景下。

1 月 7 日，访叙结束后，普京直奔土耳
其。1 月 8 日，普京与埃尔多安共同出席

“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通气启动仪式。此
外，普京与埃尔多安还就当前复杂的中
东、北非局势发表联合声明。

据法新社报道，土俄两国元首在联合
声明中承诺，坚定地维护利比亚主权、独
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呼吁利比亚内
战的交战双方在1月12日零时停止敌对行
动，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对于美伊不断升

级的紧张关系，土俄两国均反对外国干涉
和单边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
理智，优先采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彭博社刊文称，在美伊局势紧张的情
况下，普京似乎不受干扰，他正推进自己
在该地区的议程。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
科尔图诺夫说：“这向盟友和反对者发出了
明确信号。当中东稳定程度下降，风险上
升，不确定性出现时，俄罗斯在中东的存
在是不变的。这点与美国不同。俄罗斯的
一贯性成了优势。”

管控分歧 加强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
刚对本报记者表示，普京访问叙土，旨在
抓住美伊博弈在海湾升级的机会，扩大俄
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尤其
是巩固在叙的战略利益。“如果说海湾地区
是美国的‘后院’，叙利亚则是俄罗斯的后
院。普京访叙，彰显两国特殊的‘血盟’
关系。”

此外，分析认为，俄方不希望美伊对
抗进一步升级。普京访叙的目的，包括希
望通过叙利亚与伊朗对接，摸清伊方在苏
莱曼尼死后对叙局势的考虑以及对美伊对
抗的下一步打算。

近年来，俄罗斯积极斡旋叙利亚问
题，发挥调解人作用。俄罗斯与叙利
亚、伊朗和土耳其均保持密切关系，同
时深化与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合作。这使
俄罗斯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不断增强。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也
为俄在中东拓展利益提供了契机。

与俄叙关系不同，俄土两国在双边关
系和地区事务上，既有合作互助，也有分歧
竞争。但此次普京访问土耳其，俄土双方都
展现出加强合作的积极姿态。

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大学俄罗斯问
题专家伊斯梅尔认为，尽管土俄存在许多
分歧，但两国都不想发生任何形式的冲
突，这不符合两国利益。土俄其实非常需
要对方，美国的中东政策正在让本来有分
歧的两国不断相互靠近。

孙德刚表示，俄土两国利益在叙利亚
形成了重要互补。在利比亚，由于美国扬
言要制裁土耳其，俄积极与土加强磋商，
管控分歧，求同存异。

此外，俄土有可能重新迈向实质性全
方位合作，因为两国存在诸多利益交汇点。

《阿拉伯周刊》指出，“土耳其溪”项目将成
为俄土合作的“粘固剂”。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
耳其溪”天然气管道项目是俄土合作的重
要成果，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土耳其拥有
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独特地理位置，是俄罗
斯打通欧洲天然气市场的另一条重要通
道。土耳其也可以借此提升本国在中东地
区的能源战略地位。

大国博弈 多极中东

普京此次中东之行或将深刻影响中
东局势。

孙德刚认为，俄很可能在今年帮助叙
政府收复更多失地，不排除解放伊德利卜
省。当前美国忙于应对海湾危机，这有助于
叙巩固胜利成果，包括启动战后经济重建。

约旦《宪章报》撰文称，普京与埃尔

多安的会晤有助于缓和中东北非地区剑拔
弩张的态势。普京的政策立场未必能改变
埃尔多安，但对他至少是一种参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
民表示，当前局势下，普京访问叙利亚和
土耳其也有意向外界释放信号：在中东地
区大国关系上，俄罗斯正步步为营，呈现

“美退俄进”之势。在当前中东特殊局面
下，俄罗斯仍在“布点”：在叙利亚问题
上占据优势；对利比亚有长期布局；伊朗
问题也是重要一方。

不 过 ， 刘 中 民 也 表 示 ， 俄 罗 斯 是
“进而不强”，美国是“退而不弱”，“美
强俄弱”的态势仍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
期。中东地区多国竞相角逐、利益错综
复杂，任何一个外来国家和内部地区大
国，想要在某个问题上说了算，已经越
来越难。

作为大国博弈的角力场，未来中东局
势将何去何从？

“未来，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将初步
形成。”孙德刚认为，美俄等域外大国形
成第一层面的平衡，伊朗、土耳其、沙
特、以色列、埃及等地区大国将形成第
二层面的平衡。在海湾地区，美将继续
发挥军事主导作用；在东地中海地区，
俄将发挥军事主导作用；在巴以问题、
伊朗核问题、利比亚问题、也门问题和
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上，欧洲将发挥
积极作用。

上图：1 月 8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右二）、俄罗
斯总统普京 （左二）、保加利亚总理鲍里
索夫 （左一） 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参加

“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通气仪式。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最近，中东“火药桶”硝烟弥漫，牵动人心。
“在全世界都为中东局势绷紧神经的时候，有

一人仍稳如泰山，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据美
国彭博新闻社1 月8日报道，普京7日突然访问叙
利亚，8日如期到访土耳其。

时值美伊针锋相对、中东局势骤紧之际，普
京访叙时机“显眼”，意在言外。访土虽早有安
排，但因中东多处生变，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的会晤也备受瞩目。专家分析认为，美国在
中东动用武力导致地区局势紧张，为俄罗斯施展
外交手段参与中东事务创造了机遇。

俄敏感时刻访问叙土

中东多极化格局将初步形成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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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会标发布

1 月 9 日，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
会标正式在京发布。

会标的设计理念来源于中国的剪纸艺术和印章文
化。会标以不同元素组成一滴“水滴”，也是一粒“种
子”的形状。水是生命之源，“水滴”中包含身着民族
服装的小女孩、大熊猫、孔雀、蝴蝶、梅花、浪花等
元素。会标以甲骨文为背景，背景由山水林田草、花
鸟虫鱼等文字组成。会标右下角的“中国昆明”印
记，既表明了本次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举办地，也展示
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印章文化。

202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是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年内将在中国昆明举行。
大会将审议“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
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

中国呼吁支持西萨地区国家

1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西部
非洲和萨赫勒地区 （西萨地区） 部分国家面临严重的
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应帮助该地区解决安全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开会审议联合国驻西萨地区办
公室的工作。吴海涛在发言时说，中方支持非洲国家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
织发挥斡旋作用。国际社会应支持联合国为有关地区
努力提供必要财政支持。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
金成立以来，已向多个非洲和平与安全项目提供资金
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西非和萨赫勒问题特别代表钱巴斯
在会上通报情况时说，2019年，在布基纳法索、马里
和尼日尔 3 国，恐怖袭击造成超过 4000 人死亡，远高
于2016年的约770人。

（均据新华社电）

国 际 时 讯

俄罗斯在黑海举行大规模军演

1月9日，俄罗斯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
半岛附近的黑海海域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俄总统普
京现场观摩演习。

据俄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告，俄海军总司令尼古拉·
叶夫梅诺夫向普京汇报说，此次演习共出动 31艘作战
舰艇、22艘辅助船只和39架各型战机，演练了新装备
和新的作战战术，“演习目标全部实现”。

安理会敦促恪守《联合国宪章》

1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敦促所有
联合国会员国全面恪守 《联合国宪章》，重申安理会
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在多边事务中的核心
作用。

安理会在当天召开的“恪守 《联合国宪章》，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通过上述主
席声明。声明说，安理会致力于维护 《联合国宪章》
及其宗旨和原则，致力于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这是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
界并使各国和平共处的“不可或缺的基石”。

声明表示，安理会敦促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在处理
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事务时恪守 《联合国宪章》。
声明重申根据 《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承担着“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理会致力于维护多
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在多边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1 月 8 日至 13 日，第 13 届布达佩斯
国际马戏节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
行。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节每两年举办一
届。图为 1 月 9 日，中国杂技演员在马
戏节上表演。

弗尔季·奥蒂洛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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