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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2月19日的视频截图显示的是，在墨
西哥金塔纳罗奥州，警察在事故现场戒严。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政府19日说，该州当天
发生一起公路交通事故，造成12人死亡、10多人
受伤。 新华社/法新

墨西哥发生交通事故
12人死亡，10多人受伤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本月11日访问
日本时说，日本计划部署的陆基“宙
斯盾”“是美军在管理，对这一点我感
到很担忧”。同一天，俄外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也表示，部署陆基“宙斯盾”
“将改变东亚安全形势”。

针对日本政府引进陆基“宙斯盾”
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
日表示，希望日方慎重行事，为促进地

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华春莹说，由于历史原因，日本

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反导问题上，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这事关全球战略

稳定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各国既
要考虑自身安全利益，也要尊重其他
国家合理的安全关切。

（新华社东京12月20日电 记
者王可佳）

沙特将迎来
首名外国女大使

比利时政府决定让现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
使多米尼克·米纳尔明年转任驻沙特阿拉伯大
使。这意味着沙特将迎来首名外国女大使。

沙特《阿拉伯新闻》日报20日报道，比利时驻
沙特外交使团副团长西格弗里德·佩宁说：“比利
时政府已经决定，米纳尔明年年中从阿布扎比调
任利雅得。”佩宁说，米纳尔是资深外交官，有望明
年初夏到任。

比利时弗拉芒广播电视台说，作为全球首个
向沙特派出女大使的国家，比利时的做法回应了
沙特近来的变革举措。

沙特去年出台“2030愿景”，以推进社会和经
济改革。今年9月，沙特首次赋予女性以汽车驾
驶权，允许女性从明年6月起驾车；10月，沙特政
府决定首次对女性开放体育场，女性可从明年初
起进入沙特3座体育场观看比赛。

尽管如此，沙特女性外出旅游、就业、结婚等
仍须获得家中男性成员同意，在大部分公共场合
须穿戴蒙住全身、只露眼睛的长袍，且不得与男性
自由交往。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埃塞俄比亚两族冲突
导致78人死亡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2月19日电（记者王
守宝）埃塞俄比亚政府新闻事务办公室部长内格
里·伦乔19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国
奥罗米亚州近日发生的奥罗莫和索马里两族人之
间的冲突已导致78人死亡。

伦乔介绍说，本月14日，在奥罗米亚州西哈勒
尔盖地区，奥罗莫族人在获取援助食物后回家途中
遭持枪者偷袭，造成29人死亡，食物被抢走。有消
息说，袭击者可能来自西哈勒尔盖地区索马里族人
聚集的村庄。奥罗莫族遇难者的亲属随后对索马
里族人采取报复行动，导致49人死亡。

伦乔表示，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已与部族长老
及地方官员通力合作，以缓和两族间的紧张关系。

因土地划分争议，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族人
和索马里族人之间长期以来关系紧张。

欲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实现防卫策略的“根本性转变”

日本决定引进两套“宙斯盾”反导系统
日本内阁19日通过决议，正式决定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日本各界对此举合理性、必要性及紧迫性提出一系列质疑。
分析人士指出，引进陆基“宙斯盾”开启了日本新一轮军备扩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表态，欲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实现防

卫策略的“根本性转变”，防卫预算也可能继续攀升，日本防卫正呈现“转守为攻”趋势。

陆基“宙斯盾”是由美国军火巨
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陆上
部署型导弹拦截系统，与舰载“宙斯
盾”系统具有相近的反导能力，在维
护便利性、全天候运转方面则更具
优势。相比“萨德”反导系统，陆基

“宙斯盾”导弹射程更远，防御范围
更大。

19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认
为，面对“朝鲜问题等威胁”，日本有
必要“从根本上强化反导系统，拥有
可持续的反导能力”，因而决定引进
两套陆基“宙斯盾”。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
计划将这两套陆基“宙斯盾”配置在
秋田、山口两县，计划于2023财年
内正式投入使用。

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
典曾表示，陆基“宙斯盾”每套造价
约为 800 亿日元（约合 7.1 亿美
元）。但《朝日新闻》引用防卫省的
消息说，引进陆基“宙斯盾”将采用
由美方提供“有偿军事援助”的方
式。这种方式对美方没有约束，甚
至可以不遵守事先约定的价格和供
货期限，所以引进陆基“宙斯盾”的
费用有可能增加，最终单套价格可
能会突破1000亿日元（约合8.9亿
美元）。

19日，大批日本民众来到国会
附近举行集会，高举“和平反战”、

“废除新安保法”等标语进行抗议，
对日本政府未经国会审议草率引进
陆基“宙斯盾”表达不满。

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众
议员初鹿明博表示，在日本政府总
体财政状况堪忧、甚至社会福利开
支都被削减的背景下，政府却要为
每套价格超千亿日元的陆基“宙斯
盾”买单，这种做法不禁令人产生危
机感。

日本军事评论员前田哲男认
为，安倍政府以“朝鲜威胁”为由引
进陆基“宙斯盾”，但这一装备要到
2023年才能投入使用，并不能解安
倍口中的“燃眉之急”。

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态势看，
引进陆基“宙斯盾”只是日本新一轮
军备扩张的开始，日本政府近期已
频频表态欲“爆买”美国其他武器
装备。

防卫省此前称，欲引进射程

达 900 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并
拟于 2018 财年防卫预算中增加
相关经费。

尽管小野寺强调此举只是为了
日本的本土防御，但远程巡航导弹
覆盖面广且具有较强攻击性，日媒

将此举广泛解读为“以进攻敌方基
地为目的”。

《朝日新闻》13日发表社论，称
引进远程巡航导弹已超越日本战后
一直奉行的“专守防卫”理念，而日本

“转守为攻”恐将引发周边国家不安，

反而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前田哲男认为，陆基“宙斯盾”并

不仅是反导系统的一环，只要填装巡
航导弹，它也能具备强大攻击力，所
谓的反导防御可能被用作提升攻击
能力的借口。

自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日
本防卫预算已连续5年攀升。由于
陆基“宙斯盾”相关经费的加入，如无
意外，今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迎来“六
连涨”。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安倍
政府很想扩张军备，但也面临现实困

难。除日本政府本身面临的财政困
难外，还有根据“防卫计划大纲”制定
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对5年防
卫预算总额的限制。

近来，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
一再有人鼓吹提前修改 2013 年
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分析人

士指出，“防卫计划大纲”一旦修
改，“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也将
随之更新，防卫预算总额或将大
幅增加。

前田哲男认为，安倍曾明确
表示不会受限于“防卫预算占国
内生产总值 1％以下”的制约，这

意味着未来日本防卫预算将继续
攀升。

《朝日新闻》指出，自民党内要求
“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攻击敌方
基地能力”的呼声很高，安倍政府正
企图逐步实现安保政策的转轨，这种
姿态令人担忧。

12月20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名男子操
作防雾霾设备。

据新德里政府部门官员表示，印度于20日对
一台防雾霾设备进行公开测试，希望以此缓解空
气污染。 新华社/路透

印度研制防雾霾设备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宣扬的所谓
“伊朗威胁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判
断，让美国“包赚不赔”的同时却令中
东局势陷入恶性循环。

事实上，伊朗与美国相隔千山
万水，其制造出的最新型弹道导弹
的最大射程只有 2000 公里，勉强覆
盖中东地区，很难对美国本土构成
威胁。

但美国不断叫嚣“伊朗威胁论”，

迫使伊朗对美国加强防范和提升自
卫能力，却因此让中东地区与伊朗存
在矛盾的国家感受到军事威胁，不得
不在安全方面进一步靠拢美国，大量
购买美国武器。也就是说，美国对伊
朗施压力道越大，伊朗反弹力度也就
越大，也越有可能让周边一些国家感
到害怕。美国鼓吹“伊朗威胁论”不
仅不会消除“伊朗威胁”，反而让所谓

“威胁”被进一步放大。

特朗普很重视中东地区，他上
台之后首次出访就把中东作为目
的地。很显然，美国会设法在中东
巩固其实际利益。然而，分析人士
指出，美国在中东的三大目标不仅
在理论上难以实现，很多做法也与
这些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实现几无
可能。

（新华社北京12月 20日电 记
者邵杰）

美国在中东 能否实现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公布任职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在中东问题上明确定义了美国的三大目标。报告还具体列出了

美国为实现这些目标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方面将会采取的15条措施。然而，美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令人怀疑。

这是特朗普上台近一年以来，首
次清晰定义美国在中东的三大战略
目标，即防止中东成为恐怖分子避难
天堂和滋生地、防止中东被任何敌视
美国的力量控制、让中东为稳定全球
能源市场发挥作用。

报告同时将恐怖主义和伊朗列
为中东当前面临的“两大威胁”，并说
美国为了保护自身及盟友，“将在这
个地区保持必要的军事存在”。

中东广受关注的沙特阿拉比亚网
站指出，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有关中东的设想和目标，既不同于特
朗普之前的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小布
什，也不同于特朗普前任奥巴马。小
布什寻求以武力改变中东，而奥巴马
则呼吁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革”。

报告强调美国必须对其在中东
所要达成的目标采取“现实主义”态
度，不认同巴以冲突是中东诸多问题
重要根源的观点，宣称“来自恐怖主
义圣战组织和伊朗的威胁已经让人
们意识到，以色列不是中东众多问题
的原因”。

阿拉比亚网站还指出，“稳定”是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中
东部分的关键词。

分析人士认为，报告显示，美国
现政府对中东局势的认识存在偏差，
而且美国打算采取的措施体现出对
中东各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指
导思想，美国维护其在中东霸权地位
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而“稳定”不
过是这份报告的华丽包装而已。

这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炉
前，美国在中东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
动。本月6日，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驻以
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
程，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引起轩然
大波。

中东地区很多媒体都警告，如果
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意孤行，不
仅无助于缓解中东紧张局势，甚至可
能对极端主义思想在中东进一步扩
散推波助澜，让恐怖分子坐收渔利。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用浓
墨重彩谈及伊朗问题，刻意体现“伊
朗威胁”的严重性和美国对此问题的
重视程度，还指责伊朗利用中东不稳

定局势来扩大影响。
近来，美国多次公开指责伊朗。

特朗普政府一再对此前各方就伊朗
核问题达成的协议嗤之以鼻，威胁撕
毁该协议。

本月14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妮基·黑利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
和媒体记者展示了据称是也门胡塞武
装向沙特发射弹道导弹的残骸，并说这
些导弹是由伊朗提供给胡塞武装的。

英国媒体17日报道，美国高级将
领詹姆斯·康韦将军宣称，最近曝光
的文件显示了伊朗与极端分子的同
盟关系，而这些文件是 2011 年在“基
地”组织创始人本·拉丹在巴基斯坦
的藏身之地发现的。

应对“男教师荒”

德国小学租用男教师
在德国，小学教师的岗位几乎被女性垄断，许

多德国孩子在上小学的头四年里难得见到男教
师。不来梅州90所公立小学中有19所完全没有
男教师。为此，该州于5年前发起“租用男教师”
项目，以此应对“男教师荒”。

据德国之声广播电台报道，“租用男教师”项
目由不来梅大学教育与教育科学系负责人克里斯
托夫·凡蒂尼发起，内容是给小学教育系里的男大
学生和无男教师小学牵线，让他们每周到这类小
学有偿授课约3小时。这样，孩子们有了接触男
教师的机会，男大学生也可以积累经验、赚取一点
报酬。“租用”男教师的费用由不来梅州教育部门

“埋单”。项目执行至今，共有36名“租用男教师”
参加，惠及不来梅州18所小学。

一项统计显示，2015年德国大学中小学教育
科系注册的女大学生人数超过1.75万，而男生不
足2500人。当小学教师比当中学教师挣得少，在
有的州，这种差距达到每月几百欧元。但凡蒂尼
认为，报酬上的差距不是小学“男教师荒”的最主
要原因。他说：“如果询问18岁的年轻人，极少人
知道小学教师与其他学校教师的收入差别，但年
轻男性会认为当小学教师缺乏男子气概。他们害
怕跟小孩打交道。”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三大战略目标和“两大威胁”

可能让恐怖分子坐收渔利

“伊朗威胁论”藏玄机

三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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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耶路撒冷（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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