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国际观察

新闻链接

世界新闻 2018年2月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张昕B03 综合

美摆出咄咄逼人架势 朝表示不会在冬奥会与美方对话

朝美来者都是客 韩国做东难做主
朝鲜外务省官员8日在

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时表
示，“朝鲜从未乞求过与美国
对话，今后也不会”，强调朝
鲜代表团访韩单纯是为参加
比赛和祝愿冬奥会成功举
办，强调“不想也没有必要将
体育盛会用于政治”。

此前，东道主韩国一直
期待以冬奥会为契机，通过
南北对话促成朝美对话。而
朝方的这一表态似乎给出了
否定的回答。赴韩参会之
前，朝鲜释放和平暖意的同
时，明确“体育是体育、政治
是政治”的态度，而美国则继
续摆出强硬施压、咄咄逼人
的架势，这让东道主韩国在
同胞与同盟之间犯了难。

2017年9月，德国举行联邦议
院选举，属于中右的联盟党和中
左的社民党分别维持了议会第
一和第二大党地位，但两党支持
率均有所下降。

默克尔为组成多数派
政府，必须与其他党派

联合组阁。联盟
党先同自民党

和绿党尝试
组 阁 ，但

未获成

功。各方呼吁下，舒尔茨修改原
本充当“最大反对党”的立场，与
联盟党作试探性组阁谈判，但引
起部分党员不满，尤其是基层和
青年党员，他们认为与联盟党再
次联手组阁会使社民党继续边缘
化，失去更多选民。

联盟党与社民党就组阁问题
展开的试探性对话在今年1月12
日达成原则一致。双方在移民、税
改等主张上各自作出了较大让步。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郑春荣认为，默克尔同时“出
让”外长和财长，相当于赋予社民党
在欧洲政策上扮演关键角色的机
会。

社民党在支持欧洲一体化方面
更积极，收获财政、外交两个部长职
位意味着德国将对法国总统马克龙
提出的欧盟改革和深化欧元区一体
化建议更为开放。

郑春荣说，德国联盟党成员朔
伊布勒在出任财政部长期间，一直
坚持以紧缩政策为主导。尽管社民
党对此并不认同，但默克尔和朔伊
布勒的强势令社民党难以贯彻其主
张。

按照新协议，社民党人出任财
长，德国在增加欧盟内投资、修订单
纯的紧缩政策方面将有更多构建余
地，可以更好地呼应马克龙对欧元
区的改革方案，这令外界对以“法德
双核”为轴心的欧盟一体化新发展
前景更为乐观。

郑春荣说，如今情况改变，欧盟
预算协议与财长职位在手，社民党
拥有更多构建欧盟财政政策的空
间，能更好地呼应马克龙的欧元区
改革方案，期待“德法轴心”发动机
重新启动、推进欧盟尤其欧元区一
体化的人们有理由多一分乐观。

（综合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为了“大联盟”，默克尔作

从协议成果看，新一届“大联
盟”政府中，社民党或许将不再被视
为联盟党的跟随者，如德国《图片
报》编辑朱利安·赖歇尔特戏言：“这
将是第一届由基民盟总理领导的社
民党政府。”

1月12日联盟党与社民党初步
达成试探性谈判协议，社民党党内要
求在正式谈判中对涉及“临时工”合
同的劳工权益政策和涉及“法定和私
人医疗保险诊费并轨”两个议题重新

谈判，诉求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最
终协议决定将临时劳动合同最长期
限由现行的两年缩短为一年半；对后
者，联盟党和社民党决定设立一个委
员会，投入研究和磋商。

最后一程谈判的另一实质性议
题是内阁职位分配。同济大学德国
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告诉新华社记
者，总体上，为了顺利组阁、避免重新
选举，默克尔和她所在的基民盟尽管
并未彻底放弃自身核心立场，但对两

个执政盟友做了较多让步。基民盟
的姊妹党、巴伐利亚州执政党基社盟
也从基民盟得到好处：基民盟把一个
扩大了职能领域的内政部交给了基
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

从结果看，社民党得到外交部、
财政部、劳工部等6个关键部长职
位。特别吸引人眼球的是，汉堡市市
长、社民党副主席奥拉夫·肖尔茨将
出任财长兼副总理，堪称默克尔对社
民党重大让步之一。

经过多轮艰辛谈判，德国最大两个党团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终于7日达成正式联合组阁协议。从内阁职位
分配看，基民盟领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了组成新一届“大联盟”政府、结束4个多月的德国政府“跛脚鸭”状态，对盟友基社盟和
社民党做出了她在谈判前所言“痛苦的妥协”。

默克尔组阁取得突破

痛苦的妥协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提出的重振欧洲倡议中，推进欧元
区改革是核心内容，建议设立欧元
区财长和欧元区统一预算。应社民
党要求，欧洲政策的立场协调成果
放在联合组阁协议的首要位置。协
议中，联盟党和社民党同意德国将
为欧盟预算提供更多资金，但未明
确响应马克龙的欧元区改革方案。
协议达成的妥协是增加欧元区的投
资性预算，同时将金融危机时临时
救援重债国的欧洲“稳定机制”转化
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纳入欧盟法
范畴。

以上妥协基本符合默克尔先前
对马克龙欧元区改革方案的立场，
但明确增加欧盟预算投入也应理解

为默克尔对社民党欧洲政策的让
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联
盟党掌控的德国财政政策一直奉行

“紧缩至上”原则，而社民党在与默
克尔的联盟党联合组阁8年内，一直
批评这一做法，要求增加对欧盟内
投资。但在强势的总理默克尔、前
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面前，社民
党难以贯彻自身主张。

7日达成组阁协议后，
社民党主席马丁·舒尔茨
直言，协议中达成的欧
盟相关政策意味着“强
制性节约政策的结
束”。社民党入阁，
南欧国家更有理
由松一口气。

社民党人出任财长
“法德双核”共塑欧盟前景看好

社民党得6个关键部长职位
默克尔做出重大让步

社民党欲大展拳脚
德强制性节约政策或将结束

美国
坚持强硬继续咄咄逼人

从特朗普和彭斯最近一系列表态
来看，美国态度依然强硬，继续索要朝
鲜诚意，逼朝鲜单方面让步，达到美国
的对话标准。

而美国驻韩大使人选的波折，也
映射出冬奥会前美国半岛问题政策的
不可预测。

美国驻韩大使职位空缺已长达一
年。白宫先前考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高级顾问车维德出任驻韩大使
并在冬奥会前赴任，但后来又撤销提
名。车维德一直被认为是对朝强硬
派，但这一次对美方代号“血鼻”的对
朝先发制人打击方案持反对意见。
韩国媒体和政府官员由此担心，特朗
普政府的对朝政策或将更加强硬。

美国态度的变量，令美朝韩三方
在冬奥会赛场外的表现更难预测。文
在寅政府希望以朝韩对话为契机，促
成朝美对话；而朝鲜只与韩国谈合作，
不肯接触美国，拒绝触碰无核化议题；
一旦平昌奥运会期间朝美关系没有进
展，韩国将面对美方要求继续军演的
头疼问题。届时，文在寅政府将不得
不在同盟与同胞间二选一。

（新华社北京2月 8日电 记者
杜白羽）

韩国
谨慎平衡仍然左右为难

先前，韩国努力推动朝鲜派团参
加冬奥会；而当朝鲜真要参会时，韩国
又为诸事犯难。

一方面，韩国需在安排朝鲜参会相
关事宜时兼顾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
议；另一方面，韩国又要在朝美间谨慎权
衡，同胞同盟的心思都得顾及。此外，
冬奥会终究是一场全球盛会，韩国还得
巧妙做好半岛政治与体育氛围的切割。

对韩国来说，来者都是客，但“接
待”工作不轻松。例如，朝方7日请求
韩方向朝鲜艺术团搭乘的“万景峰
92”号邮轮提供燃料援助，韩方为此
犯了难，因为援助燃油违反相关制裁
或招致美国抵触。

在韩国内部，“亲美”和“亲朝”思
潮正在分化韩国社会和民意。

韩国亲美保守人士表示，朝鲜在冬
奥会开幕前一天阅兵，开幕式上双方仍
共同入场，政府过分强调“和平冬奥”反
倒让朝鲜“喧宾夺主”。支持政府的人士
则表示，应以冬奥会为契机，营造和平和
解氛围，朝着无核化对话方向努力。

韩国政府希望借冬奥会发挥在半
岛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但如何弥合朝
美意见鸿沟，赢得多数民众支持，考验
着文在寅的智慧。

朝鲜
刚柔并济发起和平攻势

美国副总统彭斯8日抵达韩国。
此前他强硬表态称，要警惕朝鲜借机

“绑架”冬奥会。但朝鲜率先亮明不想
对话的态度，强调在美国不改变敌朝政
策的情况下朝鲜不会为对话而对话。

朝鲜此番派团赴韩前，对美冷淡，
对韩和善。

朝鲜先是公布将由朝鲜宪法规定
的国家元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团访韩，展现
出对韩国的高度重视。韩国政府对此
表示热烈欢迎，提出将为金永南提供
元首级礼宾待遇。

朝鲜7日又公布高级别代表团另
外三名成员名单，包括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副部长金与正。这将是金与正首
次亮相国际舞台。韩方高度重视并满
怀期待，认为这体现出朝方缓和半岛
紧张局势的意愿和诚意。

韩国世宗研究所统一战略研究室室
长郑成长对新华社记者说，虽然朝鲜代
表团团长由位高权重的金永南担任，但
其实金与正“分量更重”。他说，金与正
访韩，或许“可为促成日后第三次南北领
导人峰会发挥重要作用，即促成文在寅
总统与金正恩委员长面对面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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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拉拉队成员乘车到达韩国江原道麟蹄郡。新
华社

发

7日，在德国柏林的基民盟总部，德国
总理默克尔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东京2月8日电（记者姜俏梅 王可
佳）在中国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通过日本华文媒体《中文导报》向在日华侨华人贺
新春、拜新年。《中文导报》8日刊登了安倍的贺词。

安倍在贺词中表示，去年日中举行了多次高
层对话，他本人去年11月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
了会见，坦诚地交换了意见。

安倍说，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
年。他愿重申，要使今年成为日中两国国民都能
感受到日中关系大有改善的一年，并期待通过高
层互访将日中关系推向新阶段。他还说，在过去
一年里，中国赴日游客首次突破700万人次，今年
日中两国仍将继续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
旅游等所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希望在日华侨华
人为日中关系进一步发展给予大力协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向在日华侨华人祝贺新春

据新华社安卡拉2月8日电（记者施春 秦
彦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8
日通电话，双方同意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俄
罗斯和伊朗三方领导人叙利亚问题会谈。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总统府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埃尔多安和普京在通话中讨论了叙利
亚局势，包括伊德利卜和阿夫林等地的最新局势发
展，并就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进程交换了意见。

去年11月22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
总统在俄罗斯索契举行会谈，并倡议召开叙利亚
全国对话大会。今年1月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
大会在索契举行。与会各方发表联合声明和呼吁
书，并决定成立叙利亚宪法委员会。

土俄伊领导人将举行
叙利亚问题三方会谈

日前，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胡良兵副教授（左）
和李腾教授（右）分别拿着经过处理和未经处理的
木头。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人员7日宣布，他们发
明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能把木材直接处理成
为一种超强超韧的高性能结构材料，可与钢材媲
美，在建筑、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巨大应用潜
力。 新华社发（谢华摄）

科学家开发出
能替代钢材的超级木头

2月7日，车辆经过位于美国洛杉矶的《洛杉
矶时报》办公大楼。

美国《洛杉矶时报》母公司特朗克集团7日宣
布，该集团已与加州华裔富商黄馨祥达成协议，以
5亿美元的价格把有136年历史的《洛杉矶时报》
及其姊妹报纸《圣迭戈联合论坛报》出售给黄馨祥
拥有的南特资本公司。 新华社/法新

美籍华裔富商斥资5亿美元
收购《洛杉矶时报》

巴西卫生部2月 7日通报说，去年7月以
来，巴西全国共确诊黄热病病例353例，其中
98人死亡。

这是一名儿童在巴西圣保罗接种黄热病
疫苗。 新华社/路透

巴西黄热病死亡人数达9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