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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声称守规矩

这10个国家是美国、法国、德
国、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荷
兰、芬兰和新西兰。10国大使本月
18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土耳其释
放被土方指控参与2016年未遂政
变的商人奥斯曼·卡瓦拉。

土耳其外交部19日召见这些
国家的大使，谴责他们干涉土耳其
司法系统。埃尔多安23日说，他已
指示外交部长宣布10国大使为“不
受欢迎的人”。

埃尔多安25日在总统府召开
内阁会议。按外交人士说法，这场
会议可能决定是否宣布10国大使

“不受欢迎”。
在会议举行期间，美国驻土耳

其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文：“就关
于10月18日声明的问题，美国需要
指出，美方依然遵守《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第41条。”

其他9国使馆随后在社交媒体
发布类似声明或转发美方声明。

维也纳公约第41条规定，外交
人员应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不得
干涉驻在国内政。

土方告诫须谨慎

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结束后
发表讲话说，10国大使先前发表的
声明直接针对土方司法系统和主
权，是对土耳其法官、检察官等司
法人员的“极大侮辱”，作为国家元
首他“有责任给予必要回应”。

“我们并非要制造危机，而是要
捍卫我们的法律、尊严、利益和主
权，”他说，“今天，随着这些使馆发
布新的声明，他们已在诽谤我们国
家和民族一事上收手”。埃尔多安
说，他相信，这些大使今后发表涉及
土方主权的言论时会“更加谨慎”。

媒体评述，10国使馆的最新声
明和埃尔多安对此的表态标志着
紧张局势降温，避免了土耳其驱逐
10国大使这一局面出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
斯25日晚些时候在记者会上声称，美
国使馆的最新声明“意在强调10月18
日的声明符合（维也纳公约）第41
条”。普赖斯说，美方将继续“促进法
治和对人权的尊重”，将继续“按照第
41条与土耳其打交道”，以对话解决
分歧，在有共同利益的事务上合作。

如今看来，土耳其和西方国家似乎都作出
了妥协，两方的关系就像经历了“过山车”，但
究其根本不难看出，这又是一场西方国家故意
挑起的外交危机，它们借人权问题干涉土耳其
内政，试图迫使对方就范，在土方强硬回击之
后又表示将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这样
的妥协也不过是为了挽回自己的脸面。

“老”问题引发“新”危机
西方国家企图通过“人权”施压

今年10月18日，美国等十国驻土耳其大
使馆公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土耳其执行欧
洲人权法院的决定，立即释放卡瓦拉。

卡瓦拉是谁？作为土耳其知名商人，卡瓦
拉现年50多岁，2017年因土耳其检方指控其涉
嫌资助和支持2013年反政府示威活动在伊斯
坦布尔被捕，目前已经入狱4年。2019年，欧洲
人权理事会做出“决定”，认定土方对于卡瓦拉
的指控“缺乏足够的证据”，并认为逮捕卡瓦拉
是“为了让他闭嘴”，要求立即释放卡瓦拉。

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手段已经
司空见惯，十国大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却较为罕
见，但这种行为却碰上了土耳其这个硬钉子。

在土方看来，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触及了
自己的底线，土耳其外交部第二天就召见了
这十个国家的大使。不仅如此，土耳其还直斥
西方国家的“双标”行为。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十国大使馆发布联合
声明要求一个国家释放在押犯人，是对一个国
家内政事务和司法主权毫无顾忌的干涉。

土耳其国际关系学专家哈尔敦·亚钦卡

亚认为，十个国家如此一致地发表联合声明，
一定是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授意，“重要的不是
联合声明的内容，重要的是十个国家联合起
来向土耳其提要求”。

亚钦卡亚表示，无论是哪个国家，遇到了
这样的情况，都一定会进行反击，而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则是用了最严厉的外交措辞作出
回应。西方国家的行径让土耳其政府愤怒，是
挑起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

土耳其前外交部长亚沙尔·亚克什对记者
表示，原本这十个国家完全可以用更加礼貌和
委婉的方式，逐个与土耳其外交部就此事进行
磋商和沟通，而不是联合起来发表公开声明制
造舆论压力。

美国做出了让步？
专家：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脸面

无论是西方十国，还是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都做出了让步，局势似乎得到了缓和。
但在政治专家看来，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
单。本月底，G20峰会将在罗马举行。根据土
耳其国家电视台TRT的报道，会议期间，土耳
其总统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现在距离两
人会面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

土耳其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侯赛因·巴
哲认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做出的让步，是
为了让美土两国元首在会面的时候不至于太
尴尬，所以这不过是一项“面子工程”。这些退
让的举动也只是临时解决方案，危机并没有
彻底结束。土耳其政府很可能将会面临西方
国家其他形式的压力。

据 海 外 网 援 引 美 国《福 布
斯》杂志10月26日消息称，得益
于特斯拉股价大涨，特斯拉CEO
埃隆·马斯克的财富跃升至近
3000亿美元，成为福布斯统计史
上最富有的人。本月早些时候，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约
2010亿美元的财富，位列福布斯
富豪榜榜首。特斯拉股价周一
（25日）飙升近13%，使该公司市
值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多家美
媒预计，随着特斯拉股价上涨的
强劲势头，马斯克的净资产有可
能会飙升至新的高度。

马斯克刚刚喜提“史上最富有
的人”名号，正好就被呼吁捐款了。
据外媒报道，10月26号播出的采访
中 ，联 合 国 世 界 粮 食 计 划 署
（WFP）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呼
吁道，亿万富豪们需要“现在站出
来”，尤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
人——杰夫·贝索斯和埃隆·马斯
克，因为一小部分超级富豪用他们
财富的一小部分就能帮助解决全
球的饥饿问题。

比斯利提出用“60亿美元帮助
4200万那些我们不出手真的会死
去的人，这并不复杂。”按其说的60
亿，即意味着马斯克捐赠其财富约
2%就够了。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马斯克
的财富就几乎翻了倍。然而，在富

人更富的同时，气候变化和新冠疫
情在内的几场危机却形成了一场

“完美风暴”，导致很多国家都敲响
了饥荒的警钟。据WFP在25日发
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一半的人口
——2280万人面临一场饥饿危机，
大规模的失业和流动性，意味着这
个国家正走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的边缘，320万5岁以下儿童处于风
险之中。据WFP估计，在埃塞俄比
亚的提格雷地区，也有520万人急
需食物救助。

比斯利指出，WFP在中美洲
干旱走廊也为很多人提供着食物。
当地气候一直在变化，同时遭遇着
越来越暴虐的飓风和闪电式的洪
灾，对人民生活造成了灾难性后
果。拜登政府上周发布的一系列新
报告也提出警告称，气候变化的影
响非常广泛，将给所有政府都造成
问题。这些报告中，美国政府还详
述了气候变化如何推动中美洲干
旱走廊的人口迁徙。

面临如此严峻的现状，WFP
等人道组织在向这些地区输送物
资方面也遭遇困难。比斯利在一系
列采访中反复强调：“我不知道难
民们从哪里获得食物，而我们也已
经没有燃油，工作人员全部免费在
工作，我们也没钱让运输物资的卡
车抵达这些需要救援的地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从今年11
月到明年3月，将有2280万阿富汗人陷入严重
的食品短缺之中。两个月前的数据只有1400万
人，而这个数字相比去年增长了近35%。联合
国近日呼吁国际社会解冻阿富汗资产以及重
启援助来应对危机。

该署近日称，一些国外捐助者在塔利班
上台后就暂停兑现捐款承诺，世界粮食计划
署不得不利用已有的资源对阿富汗进行持续
援助，据称每月需要花费高达2.2亿美元来养
活近2300万挨饿人口。

“粮食计划署对阿富汗的援助只能维持
到12月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
比斯利说，如果资金用完，就不得缩减其他国
家的援助份额。他呼吁各国应该重新启动对
阿援助，或者通过解冻资金以使新政府有财
力来解决国内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

世界粮食计划署称，援助不仅事关阿富汗
政局稳定以及普通人的生死。对西方社会而
言，也会防止叙利亚移民危机事件的重演，“各
国领导人需要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记者 丁文

世界粮食署点名“史上最富有的人”马斯克

拿出2%财富就能解决全球饥饿问题

美国等10国驻土使馆“收手”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缓和？

观察
美国等 10

个西方国家驻
土耳其大使馆
25日分别发表
声明，声称遵守
《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中关于
外交官不得干
涉驻在国内政
的条款。

土耳其总统
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随即表
示，这10国大使
先前直接针对土
方主权，土方不
得不予以回应，
10国使馆最新
发表的声明说明
这些大使“已经
收手”。他告诫这
些大使今后发表
言论要更谨慎。

外交关系困境

巴哲说，虽然十国大使目前不会被驱逐，
但是土耳其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已然遭到了破
坏，裂痕还有可能继续扩大。

从十个国家的构成来看，美国、德国和法
国在政治方面对土耳其具有重要影响，而加
拿大、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和芬兰等也都是
欧美重要国家。十个国家中的七个是土耳其
的北约盟友，六个是土耳其一直希望加入的
欧盟成员，除了新西兰之外，其他国家都是土
耳其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例如德国、美国、
法国和荷兰是土耳其的主要贸易伙伴。

尽管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占据着极
为特殊的战略位置，尤其在中东地区对美国
有重要战略意义，但这次没有撕破脸不意味
着碰了钉子的西方国家真的就此收手。

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对于土耳
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而遭受疫情重击的
土耳其经济也急需来自美欧的投资。专家表
示，这一次的外交危机没有滑向最坏的地方，
但深渊似乎仍在前方等候。

埃尔多安的政治考量

就主权问题对西方国家展开反击无疑理
直气壮，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番高调要
求外交部强硬表态，在不少专家看来还有另
外一重考量。

按照计划，土耳其将于2023年举行总统大
选和议会选举。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尔
丘克·乔拉克奥卢表示，目前埃尔多安领导的土
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和民族主义行动党
（MHP）组成的执政联盟，支持率不到40%。未来
无论是议会选举，还是总统大选，这一联盟都有
失败的可能。乔拉克奥卢认为，如果埃尔多安能
借外交关系危机激起土耳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
绪，将有机会争取更多的选民，埃尔多安和其执
政联盟的支持率有可能超过50%，并有机会提
前举行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

无论对于执政联盟，还是埃尔多安来说，这
都是极好的机会，但在国内经济发展乏力、通货
膨胀的大背景下，埃尔多安的高调表态显然是
一步险棋，幸运的是这一次他赌赢了。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又一场美国
操弄“人权”问题的闹剧

土耳其外交风波背后
或另有考量分析

联合国世粮署：每月需2.2亿美元养活阿富汗近2300万挨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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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6
日带领新政府成员在首都
渥太华宣誓就职。

新政府由39人组成，比
上届政府多两人，其中9人
为新成员。上届政府中有7
名部长留任原职，包括交通
部长、北方事务部长、原住
民事务部长等。克里斯蒂
娅·弗里兰继续担任副总理
兼财政部长，原经济发展与
官方语言事务部长梅拉妮·
若利任外交部长，原公共服
务与采购部长安妮塔·阿南
德任国防部长。

新政府成员中有19名
女性。加拿大媒体认为，女
性将在新内阁中扮演“关键
角色”。

特鲁多当天在社交媒
体上说，新组建的团队将致
力于结束新冠疫情、保障公
众健康、应对气候变化以及
创造就业等。

在9月20日举行的加拿
大联邦众议院选举中，特鲁
多领导的自由党获得159
席，保持众议院第一大党地
位，特鲁多再次出任总理。

据新华社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的“龙”飞船定于10月31
日发射，然而公司迄今仍在
处理飞船厕所故障，以免尿
液再次泄漏。

美联社26日援引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副总裁威廉·
格斯登美尔的话报道，“龙”
飞船上月载4名游客展开首
次“全平民”太空旅行期间，
舱内一根管道没有黏合好，
导致尿液洒到风扇和地板
下。国际空间站上的“龙”飞
船舱体内近期也发现同样问
题。不过，相较于“全平民”

“龙”飞船，空间站上的“龙”
飞船舱内洒到地板下的尿液
没有那么多，原因是宇航员
抵达空间站前仅在“龙”飞船
内待了一天，而“全平民”太
空“旅行团”乘坐“龙”飞船绕
地飞行了约3天。

格斯登美尔25日晚告

诉媒体，作为永久性解决方
案，公司已把最新一个太空
舱内的冲尿管焊牢。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尚未完成对
这一解决方案的评估。

美国东部时间4月23
日，一艘“龙”飞船搭载4名
宇航员从佛罗里达州肯尼
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开启
为期6个月的国际空间站之
旅。经过近一天飞行后，飞
船于24日飞抵国际空间站
并与之顺利对接。

按照格斯登美尔的说
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现阶
段正在开展相关测试，以确
保“龙”飞船舱体内洒出的
尿液在6个月内不会对舱体
造成太大影响，测试将于本
周晚些时候完成。他指出，
宇航员下月返回地球时，任
何结构损坏都可能危及他
们的安全。 据新华社

遭军方扣押的苏丹过
渡政府总理阿卜杜拉·哈姆
杜克26日回到自己家中。

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
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
同一天说，军方行动“并非
政变”。他承诺组建一个新
的非军方政府来引导过渡
进程。

过渡政府总理办公室
26日说，哈姆杜克夫妇已回
到家中，目前处于“严密监
视”下，而数名过渡政府部
长和苏丹主权委员会成员
仍被军方扣押，地点不明。

布尔汉26日早些时候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理
（哈姆杜克）之前在家中。但
我们担心他会有危险，所以
将他带到我家，和我待在一
起……他身体状况良好。”

布尔汉说，军方“逮捕
了 一 些 部 长 和 政 界 人
士”，其中受到刑事指控
者 将 被 羁 押 ，可 能 会 因

“煽动对抗军方”而受审，
其余人将获释。

苏丹军方25日在首都
喀土穆突然发起行动，扣押

一些官员。过渡政府说，军
方扣押了哈姆杜克夫妇、数
名过渡政府部长和主权委
员会非军方成员。布尔汉随
后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实
施国家紧急状态，解散主权
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将成立
新政府。

主权委员会是苏丹过
渡时期国家权力机构，由军
方和非军方共11人组成，布
尔汉任主席。哈姆杜克领导
的过渡政府由非军方官员
组成。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25日谴责苏丹
军方的行动，要求立即释放
哈姆杜克及其他被扣官员。

布尔汉26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苏丹“上周的危
险局面可能导致国家陷入
内战”，军方行动是为“纠正
过渡路线”，“并非政变”。

布尔汉说，新组建的政
府“将是完全非军方的政府，
由这个国家有能力的人组
成，绝不会包含偏心的人”，
一旦组建完成，国家紧急状
态就会取消。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10月26日下
午，德国举行了默克尔内阁
的卸任仪式，德国总统施泰
因迈尔将任期结束通知书
交给了默克尔。根据德国宪
法规定，当新的联邦议院召
开其全体会议时（不迟于联
邦议院选举后30天），则总
理和内阁的任期正式结束。
然后，联邦总统要求政府继
续工作，直到新政府就职。

随着新联邦议院的成
立，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部
长的任期正式结束。默克尔

政府将继续开展公务，直到
新内阁任命并宣誓就职。根
据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目
前的计划，新内阁任命并宣
誓就职时间应该在12月6日
之后的一周内，这意味着德
国预计将有一个持续大约
六周的看守政府。

原则上，看守政府的职
能基本保持不变，仍然可以
在联邦议院引入法律，甚至
可以提交预算草案。然而，联
邦议院联盟将不再支持通过
这些草案。 据央视新闻

默克尔任期结束
但仍将负责临时留守内阁

加拿大新政府宣誓就职
特鲁多再次出任总理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回家
军方称“并非政变”

发射在即
美国“龙”飞船面临厕所故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病例也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