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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
社消息，土副总统奥克塔伊
近日会见了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一行，
讨论叙利亚近期事态发展、
伊德利卜人道主义危机及非
法移民状况。据悉，土当局
于2月28日表示，不再继续
阻止移民和难民的流动，并
开放了与欧盟的边界。数以
万计滞留在土境内的难民和
移民试图涌入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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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开闸 难民压境

“我们打开了边境大门。”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表示，土已对叙利亚难民开放了与欧盟的边界。据土
耳其新闻社电视台报道，该消息发出后，滞留在土的各
民族难民大群聚集，步行或乘坐交通工具涌向连接土欧
的各个海陆口岸。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该消息发出次日，已有
1.8万人涌向土欧边界。据悉，现居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
约有360万人。埃尔多安声称，“我们不会再关闭大门”。

2016 年，土欧曾就合作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协议。欧
盟承诺向土方提供 60亿欧元援助资金，换取土方限制难
民经由土耳其前往欧洲。现在看来，该协议已形同虚设。

德国之声网站评论说，过去4年里，欧盟依赖土耳其
阻挡难民和其他移民。而现在，埃尔多安将他发出的诸
多威胁付诸实施，甚至把庇护申请人和移民直接送至与
希腊和保加利亚接壤的边界线等。

土耳其为何此时“开闸”？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
究员殷罡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土方在叙利亚问题上
受挫是直接原因。自去年 12月以来，叙政府军在俄罗斯
支持下加强了攻势。而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2月27
日晚，土军在伊德利卜省遭叙政府军空袭，土方人员伤
亡惨重。“土方想在叙北部安置难民的愿景落空，所以开
始向欧洲出牌。”殷罡指出。

大批难民涌入欧盟边境，无疑让人们担心 2015年难
民危机会重演。“如果难民危机再次爆发，欧洲可能会失
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欧盟现今经济疲软，若此时涌入大量

难民，会面临“雪上加霜”的窘境，社会恐慌情绪也会
加剧。

准备不足 艰难应对

数万难民从土入欧，希腊首当其冲。据法新社消
息，希腊目前已将边境警戒提升为“最高级别”，全力阻
止难民涌入。据 《纽约时报》 报道，在希北部边境城市
卡斯塔尼斯，希军向难民发射催泪弹，防暴警察隔着铁
丝网与数千名难民对峙。

对此，欧盟领导人于3月3日集体访希以表支持。据
希腊欧联通讯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欧
盟将全力支持希腊，包括向希提供7亿欧元资金和医疗设
备等物资，并向希土边境增派管控人员，以应对难民和
非法移民涌入。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冯德莱恩明确表示，希望希
腊成为欧盟边境的“盾牌”。而希腊表示，截至 3 月 2 日
晚，已阻挡了约 2.5 万名移民涌入希腊。据“欧盟观察
家”网站报道，希腊莱斯沃斯岛莫里亚难民营的收容上
限是3000人，现在却有上万人。

“希腊一旦顶不住压力致使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内
部，欧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崔洪建分析指出，欧盟现
有的资源、机制能否经受住难民冲击是未知数。更关键
的是，欧盟内部尚未就难民问题达成共识。崔洪建认
为，“欧盟现在还没有整体的应对措施，欧洲各国也在等
待欧盟的协调。”

德国之声评论称，欧盟就难民问题没有备份方案。
此前欧委会曾多次启动程序，试图使成员国公平分配难
民，但相关努力均因成员国的反对而失败。殷罡分析指

出，现又适逢新一届欧委会上任之际，欧盟很难在短时
间内拿出更有行动力的解决方案。

僵持继续 解决不易

“如果土耳其方面有所妥协，问题就会好办很多。”
崔洪建认为，欧盟的当务之急是缓和与土的关系。而缓
和关系的关键可能在于欧盟就叙利亚问题能在一定程度
上向土靠拢，并帮助后者改善其外交环境。这也是土耳
其此次开放“闸门”的根本意图。

英国 《卫报》 报道称，土耳其曾多次表态，希望得
到欧盟27个成员国对其在叙行动上更大的支持。

但崔洪建认为，想要欧盟明确站队并不现实。“欧
盟只能帮助土耳其在美俄之间做一些外交斡旋。”对
此，殷罡也有同样的看法。“土欧可能会坐下来谈判，
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难民潮还会继续僵持一
段时间。”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博雷利近日在与土
耳其会谈后表示，土耳其和欧盟应努力应对叙利亚冲突
带来的共同挑战，施压和单方面行动不是解决办法。

殷罡分析指出，难民的形成多方都有责任。想要彻
底解决该问题，最重要的是让叙利亚尽快恢复和平，让
难民得以重返家园。俄罗斯 《消息报》 援引军事专家舒
雷金的话称，土叙无法长期维持如此高强度的对抗。

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俄罗斯和土耳其已于3月5
日签署停火协议，双方同意于3月6日起在叙利亚伊德利
卜省停火。但有评论认为，该协议是土方欲减轻外交与
军事压力的权宜之计，叙利亚局势是否就此明朗仍未可
知。

“喂？是妈妈吗？我是帕特里克，家里兄弟
姐妹们都还好吗？”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晓明接到了乌干达总统特别
助理伊贝贝·帕特里克的慰问电话。

远隔重洋的惦念

“妈妈”是各国学员对王晓明的称呼，“兄弟
姐妹”则是对学院其他教职工的爱称。再次听到
伊贝贝·帕特里克的这声“妈妈”，王晓明倍感温
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像这样来自各国学
员的问候，王晓明接到了很多。这些远隔重洋的
问候饱含着他们对中国，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这个家庭的关心和牵挂。

疫情肆虐，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
这期间，分散在 100 多个国家的上千名学

员 ， 纷 纷 第 一 时 间 联 系 学 校 ， 询 问 疫 情 情
况，并反复叮嘱大家要做好个人防护。尽管
他们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表达方式等方
面不尽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传达出同一个
信息：无论离开多远、多久，中国社会科学
院 大 学 国 际 教 育 学 院 永 远 是 他 们 心 中 的 家 ，
是他们惦念的地方。

用真情守护“家的港湾”

病毒蔓延，一些别有用心之徒通过境内外网
络谣言互灌等手段制造假象以引发舆论共振，进
而在全球煽动“中国威胁论”。国际教育学院在
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向各国学员们介绍疫情
的真实情况，以正视听。

南非大学塔博姆贝基非洲领导力学院执行院
长爱迪生教授表示：目前关于中国疫情的各类网
络谣言满天飞，该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有人想
利用疫情来诋毁、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

当前，他正与其它非洲学员一起，利用自身的影
响力发声，让非洲各界了解到中国齐心协力、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真相。

塞拉利昂马可尼大学中非研究院院长阿尔
法·贾洛谈到：“中国当前面临病毒和网络谣言的
双重挑战。”2013 年埃博拉疫情蔓延时，非洲曾
面临相似的挑战。阿尔法·贾洛表示：“我和同事
们一直致力于对病毒的来源、传播和治疗方法等
谣言进行反驳和抨击。”

对“家”的未来充满美好期待

南苏丹总统经济顾问蒂萨·萨布尼先生表
示：他相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

“疫情结束后，中国将充满活力。”南非总统政策
研究室主任恩格·卡维尼先生则对中国政府的应
对及时和为控制疫情付出的努力表达了敬意和赞
叹。他坚信：“中国经历此次风雨后，必将看到
最美丽的彩虹。”

美国杜兰大学商学院、波兰格但斯克大学、
西班牙卡米亚斯大学在发来慰问的同时，也表示
期待疫情结束后，进一步加强校际合作，让中国
的抗疫经验“走出去”。

“面对疫情，国际教育学院这个大家庭受到
了一定影响，但这也是对学院推行的家文化培训
理念的一次全面考核”。王晓明指出：“中共十八
大后，国际教育学院开始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家文化培训理念，即从中外家庭观差异切入，引
导学员理解治国理政、中国经验、中国价值和家
国情怀等，让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听得进、记得
住、吃得透’。新理念推行后，学员们以兄弟姐
妹相称，一起学习、成长，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氛
围。”

如今，所有学员都收到了国际教育学院发来
的信息：“家的港湾，期待你们平安返航。”

日本下调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

日本内阁府 9 日发布二次统计报告，将 2019 年第
四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降幅调整
为1.8%，按年率计算降幅为7.1%。

在内阁府 2 月 17 日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中，去年
第四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降幅为1.6%，按年率计算
降幅为 6.3%。二次统计报告反映了法人企业统计等最
新统计数据。企业设备投资大幅下调是此次报告数据
发生明显变化的主要原因。

二次统计报告显示，内需大幅下滑仍是去年第四
季度日本经济明显萎缩的主要原因。企业设备投资环
比降幅由 3.7%调整为 4.6%。此外，报告将占日本经济
比重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降幅由 2.9%调整为
2.8%，住宅投资环比降幅由2.7%调整为2.5%。

从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看，去年第四季
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2.1个百分点下调至负
2.3个百分点；外需方面，日本进出口相抵的净出口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维持在0.5个百分点不变。

不少日本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认为，2020 年第一
季度日本经济继续维持负增长，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
度负增长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共同社报道说，日本经
济处于长期停滞边缘。

韩军称朝鲜发射3枚“不明发射体”

韩国军方9日称，朝鲜当天上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
域方向发射3枚“不明发射体”。

韩国媒体援引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信息说，
朝方当天由咸镜南道宣德一带试射发射体，发射体飞
行距离约为20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约为50公里。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军方正密切监控朝
方是否有其他与发射活动相关的动向，并维持警戒态
势。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紧急举行相关部门长官视
频会议，讨论朝方发射活动一事。青瓦台在声明中表
示，朝方这一举动无助于实现半岛和平的努力。

截至目前，朝鲜方面暂未对相关消息予以表态。
韩国军方3月2日曾称，朝鲜当天向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两枚“不明发射体”。朝中社 3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2日视察朝鲜人民军前线远程炮兵部队火
力打击训练场，并表示人民军必须不断加强自身战斗
力。

“博科圣地”袭击尼日尔致8人死亡

据尼日尔安全部门8日消息，尼日尔东南部一军营
7日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

一名尼日尔安全部门官员8日告诉新华社记者，遇
袭军营位于尼日尔东南部迪法省谢蒂马里镇。“博科圣
地”武装分子当日自尼日利亚东北边境进入尼日尔，
与该营地士兵发生交火，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
一名军营指挥官，另有多名士兵受伤。武装分子还抢
走了部分尼军车辆和武器装备。

目前，受伤士兵已被送往附近医院。尼日尔政府
尚未就此次事件发表声明。

自2002年成立以来，“博科圣地”频繁在乍得湖盆
地区域制造针对平民和士兵的袭击，对尼日利亚、乍
得、尼日尔、喀麦隆等国构成安全威胁。2016年7月，
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组建的多国部
队开始对“博科圣地”进行联合打击。

（均据新华社电）

逼迫欧盟明确站队 土耳其“开闸放水”

新一轮难民潮冲击欧盟
杨 宁 尹 琛

来自社科大外国学员的慰问

远隔重洋 挂念“家的港湾”
刘乃亚

来自社科大外国学员的慰问

远隔重洋 挂念“家的港湾”
刘乃亚

2月2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难民和非法移民试图登上前往土耳其与希腊边境的车辆。 （新华社发）2月2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难民和非法移民试图登上前往土耳其与希腊边境的车辆。 （新华社发）

利比亚战事持续利比亚战事持续

国 际 简 讯

利比亚两大势力长期割据对峙。
“国民军”与国民代表大会结盟，控制
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
分西部城市；受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
结政府及支持它的武装控制首都的黎
波里等西部地区。“国民军”夺取的黎
波里的攻势持续将近一年，迄今没有
攻破首都防线。

图为 3 月 8 日，在利比亚的黎波
里，民族团结政府武装人员在战斗中
隐蔽。
阿姆鲁·萨拉胡迪恩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