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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保持微笑 他眼望前方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一直高喊的口

号。峰会上，他用肢体语言贯彻了这一句。
当与会领导人步入北约新总部准备集

体合影时，媒体拍到，黑山总理杜什科·马
尔科维奇正要开口同身前的立陶宛女总统
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说什么，右胳膊却被
身后的人拍了一下，旋即被推开。

马尔科维奇一看是特朗普，保持微笑。
而特朗普眼望前方，颇为自信地整了整身
上的西装，对马尔科维奇连看都没看一眼。
回过头来的格里包斯凯特则以为是特朗普
要跟她说话，两人交谈起来。

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BBC评
价，“特朗普用行动证明谁才是北约的老大”。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解释说，特朗
普只是走到他的指定位置而已。

黑山《维耶斯蒂日报》说：“特朗普似乎
不想让任何人的存在感盖过他”。一些巴尔
干国家新闻网站在报道标题中问道：拍合
影，也要“美国优先”？

●“他站前排很自然”“感谢特朗普支持”
至于被推开的马尔科维奇本人，倒是

非常大度，“我看到社交媒体上的反应了。其
实这事也没造成什么伤害啦。”

“美国总统站前排，这事很正常，”他说。
黑山曾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遭北约

轰炸，今年6月将正式成为这个世界最大军
事集团第29个成员国。美联社报道，马尔科
维奇借机感激特朗普支持这个巴尔干半岛
小国加入北约。

合影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建议同僚
朝镜头挥手，一些领导人响应，但特朗普没
有照做。路透社报道，短暂的拍照过程中，
特朗普大部分时候表情严肃。

特朗普一番言行
诠释“美国优先”？

作为首次出访的重头戏，曾宣称
“北约过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
到访北约总部。

距离去年华沙峰会不到一年就
再度举行领导人会晤，在北约历史上
并不常见，而且此次会议议程极为简
短，其主要目的是为美国新领导人特
朗普与盟友创造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特朗普25日在北约峰会上要求
盟友交更多“保护费”，不过更吸引眼
球的是，与会领导人准备合影时，特
朗普一把推开黑山总理，挤到前排。
他还让法国新总统体验了一回自己
的“握手外交”。

在这场简直专门为了“拉拢”他
而办的峰会上，特朗普言行一致地诠
释着“美国优先”的口号。

这次峰会是欧洲国家争取和影响特
朗普的一场外交攻势。

今年1月，特朗普上台前表示北约“过
时了”，惊动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欧
洲外交官提议，应该加强与特朗普的接触
与沟通，晓以利害，尽快促成北约峰会。

为了让这次峰会达到预期效果，北约
对于峰会议程精心准备，整个峰会只有一
天时间，讨论的全是特朗普最关心的问题
——一是反恐，二是成员国责任分担。

针对特朗普的两大要求，欧洲国家做
出了让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5日
在北约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北

约将制定年度国家计划，确保更公平地分
担军费；还将加强打击恐怖主义举措，加
入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但加入联盟
不意味着参与战斗。

不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问
题高级研究员谢佛认为，在责任分担问题
上，美国意图将履行承诺与盟友的付出挂
钩，这种“交易式”的做法导致北约内部分
裂：那些寻求维护与美国关系的国家，包
括英国以及中东欧、波罗的海和北欧国
家，愿意增加国防预算；另一类以法国和
德国为代表，则主张采取更为渐进的军费
达标路径。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新华国际

25日，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
在朋友圈晒出“辞职信”。因其谈到高
校行政管理对教学、教师、学生的影
响等内容，“辞职信”一经公布，引发
热议。

夏琼是武汉大学教授、硕士生导
师、博士生导师。事实上，她只是辞去
了新闻系主任的这一职务，仍继续在
武大任教。

26日下午，夏琼在接受红星新闻
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想到会引起这么
大反响，可能是自己的一些话引起了
人们的共鸣。

上述信中称，“本人因任新闻系
主任一职长达十二年之久，期间既无

所作为，更无甚建树，……特请求辞
去新闻系系主任一职，恳请批准为
盼！”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17日。

在众人迟疑这封辞职信真伪时，
25日早上，夏琼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
自己的辞职信，并附文表示：“今天是
个好日子，我的辞职获得批准，感谢
院领导班子高效的办事效率，必须为
院领导点十个赞。”侧面证实了此事。

26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在武汉

大学新闻学院办公楼见到了夏琼，对
于自己“辞职”一事，她不愿多谈。她
连说，“没想到”。夏琼认为，辞去新闻
系主任并不是多大的事，没想到会引
起这么大反响。

夏琼说，25日早上，她在个人朋
友圈随手发布了辞去新闻系主任的
消息。

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几年前，
她就有辞去新闻系主任的想法，也告

诉了学院上一届的领导，但并没有通
过。她说，虽然上一次没有成功，但近
几年仍一直有辞去新闻系主任的想
法，现在快退休了，她就又提了出来，
最后获得批准。

夏琼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辞去系
主任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在高校并不
少见。她只是辞去职务，仍在新闻学院
任教。她也没想到舆论发酵的这么快。

她认为，不管当不当系主任，上

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个学生，这是
作为一个老师的原则，永远不会变。

目前，夏琼在朋友圈发布的消息
已经删除。

昨日，红星新闻记者见到夏琼时，
她有朋友打电话询问此事，夏琼一直
告诉对方，“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动静”。
路遇熟悉的人开玩笑，称她成了“网
红”，夏琼无奈地说，“不胜其烦”。

红星新闻记者 王毅 武汉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赵黎平被执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内
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
故意杀人、受贿、非法持有枪支、
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死刑复核
一案，近日依法裁定核准赵黎平
死刑。2017年5月26日上午，山西
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
令，对赵黎平执行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
2015年3月20日晚，被告人赵黎平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持枪将被
害人李某某（女，殁年26岁）杀害。
2008年至2010年，赵黎平利用担
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的职
务便利，接受请托为有关公司和
个人在收购股权、承揽工程、职务
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多次收
受请托人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368
万元。2015年3月21日，公安机关
对赵黎平杀害李某某的抛物现场
进行勘查时，提取了赵所藏匿的
一支转轮手枪、一支六四式手枪
及49发子弹。同月23日，公安机关
对赵黎平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
厅警体中心二楼的办公室进行搜
查时，从保险柜内查获91枚雷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赵黎平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赵黎平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赵黎
平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
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及49发子
弹，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罪；赵黎平非法存放91枚雷管，
其行为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赵黎平故意杀人的犯罪性质、情
节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社会
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
处。赵黎平受贿人民币2368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非法持有以火药
为动力的枪支2支，情节严重。对
赵黎平所犯数罪，依法应予并罚。
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
人赵黎平判处死刑的刑事裁定。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最
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和执行死
刑命令后，依法对罪犯赵黎平进
行了宣判并执行死刑。临刑前，赵
黎平与其近亲属进行了会见。

据新华社

台湾居民李明哲
被依法逮捕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6日应
询表示，从国家安全部门获悉，台
湾居民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
权罪”，经检察机关批准，已于近日
被湖南省安全机关依法逮捕。

安峰山表示，国家安全机关
侦查查明：2012年以来，李明哲频
繁进入大陆活动，与大陆有关人
员勾结，制定行动纲领，建立非法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我国家政权
的活动。2017年3月19日，国家安
全机关对进入大陆活动的李明哲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经审讯，李明
哲等人对从事危害我国家安全活
动供认不讳，司法机关将依法处
理。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右）紧握，最后特朗普先松手

这是欧洲国家争取和影响特朗普的一场外交攻势

推

透过肢体语言
看清北约峰会

主角有意霸屏、配角主动退让，小动
作背后，内心戏十足。

北约在这次峰会上迎来乔迁之喜，正式
启用耗资10多亿欧元修建的新总部大楼。

利用这个时机，北约还设计了一个特别
环节，邀请特朗普为一块柏林墙和“9·11”事
件中纽约世贸大楼的残片纪念碑揭幕。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北约历史
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启动了关于集体防御
的第五条款，准备向美国提供军事援助。

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是北约安
身立命的根本，内容为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

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
其他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

北约的精心安排，除了要让人重温那
段历史，更是希望特朗普表明立场，证明

“第五条款”不是一纸空谈。
结果，面对欧洲盟友的殷殷期待和外

交手段，特朗普的回应就像一句“呵呵”。
这位峰会主角的发言重点是，北约成

员国应履行自身财务义务、公平分担军
费，唯此北约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尤其是
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时。

说白了就是，你们先把钱交了。

特朗普的回应
就像一句呵呵

●北约精心安排重温历史，希望特朗普表明立场
●特朗普的态度说白了就是，你们先把钱交了

握

媒体拍到，黑
山总理正要
开口说什么，
右胳膊却被
身后的人拍
了一下，旋即
被推开。

黑山总理
一看是特
朗普，保
持微笑。

特朗普颇为
自信地整了
整身上的西
装，对黑山总
理连看都没
看一眼。

这是一场历史上并不常见的北约峰会

同一天，特朗普与法国总统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两次握手
也引起关注。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美国驻比利
时大使馆，两人首次见面。即将年满
71 岁的特朗普和 39 岁的马克龙双
手紧握、面部紧绷，连指关节都变白
了。最后特朗普先松手。法新社说，
在特朗普强大握力下，马克龙“毫不
动摇”。

之后在北约总部，特朗普再次
拉住马克龙的手，以至于后者不得
不用另一只手帮自己“解脱”。

“握到指关节变白”
美法总统双手紧握面部紧绷

“谁才是北约老大”？
特朗普一把推开黑山总理

动

作

解

析

未完待续

特朗普两大要求
欧洲国家让步了

●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曾经惊动欧洲
●美国做法分裂北约，法国德国另有主张

武大新闻系主任“辞职信”引热议 接受红星新闻采访

没想到动静这么大 不胜其烦

BBC评价上面这段视频：特朗普用行动
证明谁才是北约的老大

国务院食安办：
抓紧排查学校幼儿园
食品安全隐患

记者 25 日从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今年以
来部分地区连续发生多起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事件，国务
院食品安全办将会同相关部门派
出联合调查组，赴事发地开展督
导检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大排查。

国务院食安办当天会同教育
部、食药监总局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要求各地抓紧开展学校、幼儿
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坚
持问题导向，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措施，严防
学校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据悉，国务院食安办将会同相
关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赴发生食
物中毒事件的相关省份开展督导
检查，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文件落
实情况、学校食物中毒事件调查处
置情况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
等情况进行调查和督查。

食药监总局副局长郭文奇在
会上表示，将严肃学校食品安全
事故责任追究，对于因学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责任不落实、落实
不到位导致食物中毒事故发生
的，以及在案件查办过程中不及
时和不得力的，要依法严肃问责；
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即将年满
71岁的特
朗普和39
岁的马克
龙双手紧
握、面 部
紧 绷 ，连
指关节都
变白了。

最 后 ，特
朗普先松
手。
法新社说，
在特朗普
强大握力
下，马克龙

“ 毫 不 动
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