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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09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3日抵达伦敦，正式开启对英国、爱尔兰、法
国的访问。不过，人还没到，他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脱欧”谈判表现、
继任人选等议题的言论已在英国引发争议。

▶美国政府官员介绍，特朗普此行大部分时间安排在首站英国，行
程包括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与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会晤等。他还将首次访问爱尔兰，并赴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
念活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专家指出，特朗普因“通俄门”调查结果松了一口气，在全球四处
点火大搞贸易霸凌，同时借访欧之机打造外交“大场面”以壮声势。不
过，他此行与欧洲领导人交流时间相当有限，且美欧关系裂痕之深，显
非一次作秀就能弥合。

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英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恐怕又要遭遇抗议

据美国政府官员介绍，特朗普
此行大部分时间安排在首站英国，
行程包括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会面、与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特
蕾莎·梅会晤等。此外，他将首次访
问爱尔兰，并赴法国参加诺曼底登
陆75周年纪念活动，也将与法国总
统马克龙会面。

刚抵达伦敦，特朗普就在社交
媒体上批评说，伦敦市长萨迪克汗

“这个市长当得各方面都很差劲”，
“对英国迄今最重要盟国美国的总
统”不友好。

特雷莎·梅办公室2日发表声
明说，希望特朗普对英国的国事访
问将继续巩固英美之间的紧密伙
伴关系。

就在特朗普结束此次访英行
程后，特雷莎·梅已定于6月7日正
式辞去保守党领导人一职，只是留
任首相至保守党新领导人产生。

特朗普访前在接受英国媒体
《太阳报》专访时毫不避讳地提
到，他认为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
斯·约翰逊是接替特雷莎·梅的上
佳人选。

“我认为鲍里斯会干得很好，
我喜欢他，一直喜欢他。不知道他

会不会被选中，但我认为他这人很
棒，很有才华。”

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
报》的专访时说，不满意特雷莎·梅
在与欧盟“脱欧”谈判中的表现，并

“支招”英方拒绝向欧盟支付约390
亿英镑“分手费”。

对此，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的
党首杰里米·科尔宾批评说，这是
对英国事务“不可容忍的干涉”。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与去年夏
天访英时一样，预计特朗普此番或
将再次面临较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包括用来讽刺他的“特朗普宝宝”
气球。

美欧关系裂痕之深
显非一次作秀就能弥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
助理研究员张蓓说，特朗普因“通
俄门”调查结果松了一口气，在全
球四处点火大搞贸易霸凌，同时
借访欧之机打造外交“大场面”以
壮声势。不过，他此行与欧洲领导
人交流时间相当有限，且美欧关
系裂痕之深，显非一次作秀就能
弥合。

张蓓说，英国新首相之争充满
不确定性，保守党多个候选人希望
得到特朗普背书，不排除特朗普此
行与一些候选人会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
国问题专家孙成昊说，虽然美方强
调此行将强化美英“特殊关系”，但
这一“特殊关系”成色明显不足。短
期看，由于新首相未定、“脱欧”进
程遇阻，英方对协调对美关系有心
无力，在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重大
议题上难有作为。

长期看，英国一直在美欧之间
扮演桥梁角色，“脱欧”后英国对美
国的重要性下降，给“特殊关系”减
分。而特朗普政府力推“美国优
先”，对欧洲一体化不感兴趣，力挺
英国“脱欧”，其言行在英国也颇具
争议。

特朗普这场访欧之旅恐怕很
难给“寒流”侵扰中的美欧关系带
来多少暖意。

无论不够特殊的美英“特殊关
系”，还是不够团结的二战纪念“团
结秀”，均凸显跨大西洋关系当下
之窘。

特朗普政府虽口头上依然鼓
吹同盟精神和传统友谊，却在行动
上以“美国优先”为准绳对盟友处
处施压、屡屡背弃，加速了欧洲人
对美关系从“亲如兄弟”变质为“畏
而远之”。心怀不满又无力“闹掰”
的欧洲，只能在斗争与表面的友好
中艰难探索与特朗普政府的共存
之道。

“一直想对话”

蓬佩奥当天在瑞士小城贝林
佐纳会晤瑞士联邦委员会委员兼
外交部长伊尼亚齐奥·卡西斯，讨
论伊朗局势。美国与伊朗没有建
立外交关系，瑞士代理美方在伊
朗的利益。

蓬佩奥在会晤后出席联合记
者会。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伊朗总
统哈桑·鲁哈尼前一天说愿在美
国展现“尊重”后与美方对话，蓬
佩奥回答：“我们愿意在不设前提
条件的情况下对话。我们准备坐
下来。”

按照蓬佩奥的说法，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向来主张与伊
方对话，只要伊方“愿意表现得像
正常国家”。

只是，他同时说，美方不会停
止对伊方施压，“彻底转变”伊朗

“恶意行为”的努力将继续。
特朗普去年7月30日说，愿意

“不设前提条件”与鲁哈尼会面，
可以在“任何时候”。鲁哈尼当时
回应，伊方一贯支持以外交途径
和对话方式解决问题；若要与伊
方谈判，美方应显现诚意。

鲁哈尼6月1日说，如果美方
展现“尊重”，伊方可能同意对话；
德黑兰不会迫于压力而对话。

谁迈第一步？

就蓬佩奥的言论，鲁哈尼迅
速回应，说“离开谈判桌、破坏
协议”的国家理应“转变为正常
国家”。

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对伊制
裁。美方希望借助极限施压迫
使伊朗与美国重新谈判伊核协
议，以限制伊朗的武器项目和

地区活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

引鲁哈尼的话报道，美方就对话
是否预设“前提条件”以及是否与
伊方“开战”的说法反复变化。路
透社报道，鲁哈尼暗示伊方“实
力”促使美方立场软化。

鲁哈尼说，“当前局势下”，伊
方“除了抵抗别无他法”；“除非敌
人意识到他们选择了错误的道
路，否则我们不会坐下来谈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
萨维2日晚些时候告诉媒体记者，
伊方不会理睬美方“文字游戏”。

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近
期就能否对话所作表述中有一
点一致，就是要求对方“迈出第
一步”。

“谈判技巧错”

同样在2日，美国广播公司播

出对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
瓦德·扎里夫的专访，后者说特朗
普从商时积累的谈判经验不适用
于外交对话。

扎里夫说，持续施压“在房地
市场可能有用，但是与伊朗打交
道不管用”，伊方在承受压力的情
况下“不太可能”响应特朗普的喊
话、与美方对话。

特朗普5月27日访问日本期
间谈及美方与伊方对话的可能
性，说“如果他们想谈，我可以
（谈）”，但他坚称伊方应改变“行
为方式”。

美联社报道，美伊关系持续
紧张，让欧洲和中东国家忧心，担
心美伊双方“误判”。瑞士联邦委
员会委员兼外交部长卡西斯在联
合记者会上说，瑞士希望紧张局
势不要加剧，以至爆发冲突。

（新华社）

德国社民党党首辞职
默克尔政府面临解体风险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安德烈娅·
纳勒斯频遭党内质疑，2日宣布将辞去
党主席和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领袖的
职务。

社民党上月底在欧洲议会选举和
国内地方选举中表现惨淡，本月民意
调查显示这一德国最老牌政党的支持
率跌至历史新低。

失去党内支持

纳勒斯2日在声明中说，“联邦议
院社民党党团内部讨论以及党内反馈
意见表明，我不再有履行职责所需的
必要支持”，因而决定辞任党主席和党
团领袖。

纳勒斯定于3日卸任社民党主席，
4日卸任联邦议院社民党党团领袖，以
便有序交接职务。

在5月26日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
社民党仅获16席，得票率比5年前上届
选举降低11.5个百分点，失去欧洲议
会中德国“第二大党”的地位，由赢得
20席的绿党赶超。同一天，在德国北部
不来梅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遭遇73
年来在这个地区的第一次败选。

社民党部分人士将上述两项败绩
归咎于纳勒斯决定让社民党留在总理安
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大联盟”政府中。

社民党内激进左翼阵营和青年团
成员主张保持这一传统中左翼大党的
特色，以议会“第一大反对党”的立场着
眼于下届议会选举，而不是留在执政联
盟内充当中右翼联盟党的“追随者”。

退出执政联盟？

纳勒斯辞职后，社民党退出执政
联盟的可能性上升，默克尔政府面临
解体风险。

一旦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默克
尔政府将沦为“议会少数派”，触发两
种可能情况：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或
者联盟党另寻盟友、组建新的多数派
政府。

暂时不清楚谁会继任社民党主席
以及议会党团领袖。德国《星期日世界
报》记者曾询问社民党前任党主席马
丁·舒尔茨是否有意再度出山，对方拒
绝正面回答。

舒尔茨受选举败绩累及声望，在
与联盟党联合组阁的决策过程中因为
立场反复而受到诟病，2018年2月辞任
党主席。纳勒斯同年4月当选党主席，
接替舒尔茨。

社民党作为德国最老牌政党，注
册党员超过46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社民党多次执政，包括与默克尔
的联盟党（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姊
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大联盟”
政府。

但是，近年全国和地方选举中，社
民党成绩一路下滑，2017年9月联邦议
院选举中得票率创最低纪录。本月1日
一项民调显示，社民党支持率跌至历
史新低，而在野党绿党甚至赶超默克
尔的联盟党，支持率跃升为第一。

（新华社）

韩美防长就终止“乙支自由
卫士”联合军演达成一致

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3日在首
尔与到访的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举行会谈，双方就终止韩美“乙支自由
卫士”联合军事演习达成一致。

5月27日至30日，韩国举行军、民、
政府共同参与的代号为“乙支太极”的
联合演习。该演习由此前每年与“乙支
自由卫士”协同举行的“乙支演习”和
韩国军方单独举行的“太极演习”合并
而成。代号为“乙支自由卫士”的联合
军演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据韩国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
韩美双方决定对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
的调整后的联合军演实施方案继续加
强沟通。双方认为今年上半年两国举
行的“同盟”演习在军事上为外交努力
提供了支持，有助于维持牢固的韩美
联合防卫态势。

双方表示，在满足战时作战指挥
权向韩方移交的条件方面取得较大进
展。双方一致认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
权应该向着强化韩美同盟的方向发
展，并同意今后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
另派韩国军队将军任职，不再由联合
参谋本部议长兼任。

双方还商定将韩美联合司令部本
部迁至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汉弗莱斯
基地，这将有助于提高联合司令部的
作战效率和联合防卫态势。

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美
韩每年都会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包
括春季的“关键决断”和“秃鹫”以及夏
秋季的“乙支自由卫士”。今年3月，韩
美双方决定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和

“秃鹫”的联合军演。其中，“关键决断”
联合军演变更为“同盟”演习，“秃鹫”
联合军演变更为营级以下的小规模野
外机动训练。 （新华社）

刚 到 伦 敦 就刚 到 伦 敦 就““ 炮 轰炮 轰 ””市 长市 长

特朗普访欧

难掩
裂痕与分歧

蓬佩奥：美国愿与伊朗对话但坚持施压
伊方迅速回应：不会理会美方的“文字游戏”

美 国 总 统 特美 国 总 统 特
朗普朗普66月月33日抵达日抵达
伦敦伦敦，，正式开启对正式开启对
英国英国、、爱尔兰爱尔兰、、法法
国的访问国的访问。。

不过不过，，他刚到他刚到
就开就开始始““炮轰炮轰””伦伦
敦市长敦市长。。而他访前而他访前
对英国首相特雷对英国首相特雷
莎莎··梅梅““脱欧脱欧””谈谈
判表现判表现、、继任人选继任人选
等问题的评头论等问题的评头论
足已在英国引发足已在英国引发
争议争议。。

有分析指出有分析指出，，
特朗普此次访欧特朗普此次访欧
面临两重面临两重““尴尬尴尬”：”：
一是受英国政坛一是受英国政坛
混乱混乱、、尤其是特雷尤其是特雷
莎莎··梅突然请辞等梅突然请辞等
因素影响因素影响，，访英恐访英恐
怕只能怕只能““务虚务虚”；”；二二
是美欧这对传统是美欧这对传统
盟友虽要共同参盟友虽要共同参
与二战纪念活动与二战纪念活动，，
却难掩日益加深却难掩日益加深
的裂痕与分歧的裂痕与分歧。。

同步播报 /

特朗普“经济高参”
即将离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称，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西特将“很
快”去职。

特朗普称，他将在欧洲之行结束后提名哈
西特的继任者。特朗普在推文中没有透露哈西
特是主动请辞还是被解职，也没有说明这一人
事变动的原因。

作为特朗普就职以来“服务期较长”的高
级幕僚，哈西特自称主动请辞。观察人士注意
到，这名保守派经济学家决定离任，正值美国
与多个贸易伙伴摩擦升级之时。

哈西特2日晚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贸易
摩擦和离任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他认为白宫经
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一个任期两年的职位。

哈西特2017年9月就任白宫经济顾问委
员会主席，此前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从事研
究工作。哈西特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属于支持自由市场与贸易的保守
派经济学家。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是
美国总统的两大主要经济顾问班子。白宫经济顾
问委员会一般由三名学术型经济学家组成，主要
负责白宫内部经济分析，包括联络商务部、劳工
部等联邦政府部门向白宫汇报美国经济数据情
况和准备向国会提交总统年度经济报告。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艾伦·奥尔巴克说，总统经济顾问的关键作用
是拦下一些政策建议。在他看来，担任白宫经
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哈西特避免了不少

“糟糕的事情”发生。
奥尔巴克担心，哈西特的继任者可能会放

任特朗普领导的政府执行更多不明智的经济
政策方案。 （新华社）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欧
在气候变化、伊朗核协议、贸易关
税、北约军费分摊、对俄罗斯关系
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裂
痕不断扩大。近来，美国对伊朗“极

限施压”不断升级、对古巴制裁加
码，导致欧洲压力陡增，与美国对
立加重。

在贸易方面，就美欧而言，双
方对是否将农业纳入谈判范畴存

在根本分歧、美国对欧盟加征钢铝
关税并威胁加征汽车关税、双方航
空补贴争端升级等，都给双方贸易
谈判的前景增加较大不确定性和
难度。 （新华社）

背景链接 / 美欧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

▶6月3日，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左二）在白
金汉宫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左三）举行欢迎仪式

图据东方IC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日说，美方愿意“不预设条件”与伊朗对话，但美方促使伊方“改变
行为方式的努力”不会停止。

伊方迅速回应，不会理会美方的“文字游戏”。

6月2日，在瑞士贝林佐纳，美国国务卿迈
克·蓬佩奥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