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世界新闻 2018年11月1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张昕A09 综合

新华社巴黎11月10日电 法
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10日在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北约
60公里的贡比涅森林中共同纪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重申法
德和解对于维护和平的重要意义。

当天下午，雨霁初晴，马克龙和
默克尔在贡比涅森林中一战协定签
署之地共同为一块新纪念牌揭牌，牌
上用法德两种文字写着：法国总统马
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此重申法
德和解对于欧洲与和平的价值。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1945年
以来，法德两国首脑首次在一战停
战协定签署地会晤。

记者在现场看到，马克龙和默
克尔还检阅了成立于1989年、象征
着法德两国决心世代友好、永不再
战的“法德混合旅”的部分成员，并
参观了见证一战和二战期间法德仇
怨的“福熙元帅车厢”。

1918年11月11日，法国元帅福
熙代表法国和英国等在一战中占据
优势的协约国阵营在停于贡比涅森

林一带的火车站的一节车厢内与德
国签署一战停战协定，意味一战结
束。1940年6月22日，时任德国总
理希特勒选择在同一车厢内，代表德
国与节节败退的法国签署停战协定。

马克龙在参观结束后，对参加
纪念活动的中小学生说：“永远不要
向分裂的倾向退让！（法德之间）永
远不要再发生战争！”

福熙元帅的重孙富尼耶·福熙
10日在纪念活动现场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当天的活动再次彰
显法德和解是面向未来、惠及世世
代代的，法德和解本身以及这种和
解精神对于维护欧洲乃至世界和平
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
发，主要战场在欧洲，是二战之前人
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强、波及面最广
的战争。今年，法国政府定于11日
在首都巴黎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停
战100周年纪念仪式，美国、俄罗
斯、德国、英国等约70个国家领导
人将出席活动。

法德首脑共同纪念一战结束百年
重申法德和解对于维护和平的重要意义

11月10日，民众在法国贡比涅森林参加一战结束百年纪念仪式。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特朗普虽然参加纪念活动，但美国一系列单边主义做法让其欧洲盟友心寒

美欧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盛大纪念活动。
一战结束后，欧洲不再是国际体系中心，大西洋彼岸的

美国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自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美欧关
系几经变迁，双方最终结成同盟，成为西方世界的核心。

但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看重过往
历史，而用更加现实和自我的眼光来处理跨大西洋关系。
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一系
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让其欧洲盟友心寒，也迫使欧
洲寻求更多战略自主。眼下，美欧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巴黎原本不在特朗普行程之
内。他曾计划11月10日在华盛顿
举行阅兵活动，但因花费巨大，只能
将阅兵推迟到明年。阅兵推迟消息
公布后仅数小时，特朗普便宣布将飞
往巴黎。从这一点来看，巴黎之行更
像是特朗普临时起意的公关之旅，重
点并不是重寻美欧关系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特朗普自上台以来屡次
无视欧洲利益和关切，直接导致美欧
关系纷争和矛盾增多。大体来看，美
国政府两类做法让欧洲“很受伤”。

一是一味从所谓“美国利益”出
发，不仅不顾及欧洲，还损害其利
益。比如美国退出被欧洲视为重大
外交成就的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
朗严厉制裁，殃及与伊朗有经贸往
来的欧洲企业；特朗普扬言退出被
欧洲视为安全基石之一的《中导条
约》，可能让欧洲再次面临军备竞赛
的威胁等。

二是公然胁迫欧洲盟友，以服
务于美国利益。经济上，美国政府
以“国家安全”为由挥动关税大棒，
以迫使欧洲做出让步，包括加大购
买美国液化天然气、进一步开放市
场等；安全上，美国要求德国等欧洲
国家提高军费，在北约框架下承担
更大责任。

虽然美欧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分
歧，但此轮矛盾显然更为深刻，双方
不仅产生现实利益之争，更有价值
观之争。长期以来，欧洲主张基于
规则的国际体系和多边主义、国际
机构和自由贸易等是国际社会和平
稳定的保证，也是欧洲的最大利益
所在。而美国现政府一系列做法显
然背离了这种价值观，导致跨大西
洋关系裂痕加深。

美国政府不断触及欧洲“底线”，
不仅导致欧洲民众对于美国政府的看
法更加负面，也让欧洲国家重新思考
跨大西洋关系。

除了到访巴黎外，特朗普原计划
顺道访问爱尔兰，但最终取消。有媒
体认为，这是为了躲开当地可能举行
的抗议活动。今年7月特朗普访英期
间，英国伦敦、牛津郡等多地民众曾游
行抗议。

不少欧洲国家认识到，此轮美
欧矛盾再次暴露出欧洲自身的弱
点。欧洲向来重视贸易和金融实
力，认为这是欧洲得以成为世界一
极的重要保证。但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之举，暴露出欧
洲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弱势。虽然欧
盟启动所谓“阻止条款”，但欧洲许
多跨国公司仍然选择从伊朗撤离。
同样，对于美国可能退出《中导条
约》，欧洲国家虽极为担忧，但除了
期望游说美国改变主意外，实际上
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手段。

面对美欧关系变局，欧洲谋求更
大的“战略自主”，即军事上发展独立
的防务力量，经济上摆脱美元霸权，外
交上寻找新的伙伴等，从而在对美关
系中获得更大回旋空间。

8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
国外长马斯分别发表讲话，发出共同
信号，即建设“一个主权欧洲”，坚持和
维护自身利益。除了军事能力建设
外，马斯还谈及两个具体的行动领域：
建立独立于美元的支付体系，以确保
欧洲金融主权；建立一个“多边主义者
联盟”。马斯提出“要与美国建立一种
新的、平衡的伙伴关系”，“当美国越过
红线时，我们欧洲人必须形成一种制
衡力量”。

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美国一直居
于主导地位。一些欧洲人士把当前
美欧矛盾归因于特朗普，希望随着美
国领导人更迭，美欧可以重回亲密。
然而，他们的愿望未必能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小布什、奥巴马总统
时期，美欧关系就已出现明显裂痕，
比如法德领导人和小布什在伊拉克
战争问题上公然决裂，奥巴马将战
略重点转向亚太等。

可以说，当前美欧分歧是多年
来双方地缘政治差异、经济竞争及
内部社会、政治变化等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而特朗普上台直接
加快了这一进程。

此外，冲击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
风潮也左右着美欧关系。美国政府与
欧洲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惺惺相惜。
2018年6月，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
格雷内尔公然表态，支持欧洲保守派，
即右翼民粹主义。前白宫首席战略师
班农计划在欧洲设立一个名为“运动”
的基金会，想要联合欧洲极右派，以掀
起一场“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叛”。民粹
主义抬头将进一步削弱美欧价值观基
础，损害双方长远关系。

但美欧关系盘根错节，短期内难
以脱钩。在安全上，北约仍是主导，欧
洲“独立防务”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在
经济上，美欧相互深度依赖，互为重要
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在战略上，面对
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和新兴国家崛起，
美欧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立场。

然而，由于利益分化，美欧今后
一段时间纷争和矛盾可能还会增
多。跨大西洋离心力加大，将给西方
世界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带来长
远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
国代表在巴黎以北的贡比涅森林签
署停战协定，历时4年多的第一次世
界大战正式结束。100年后的“双十
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巴黎香榭
丽舍大街和凯旋门举行纪念仪式，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等
近70名国际政要一起缅怀逝者。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之一，一战不仅给全人类带来巨大损
失，也给国际社会留下诸多刻骨铭心
的教训。分析人士认为，在当今民粹
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
景下，纪念一战结束一百周年有着特
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法国借此释
放信号，或可为维护全球多边主义、
反对保护主义的行动注入新动能。

为多边主义站台

作为纪念活动主办方，法国政
府对本次活动高度重视，在11日的

纪念仪式之前已经举行了一系列相
关活动。马克龙先是4日在斯特拉
斯堡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共同启
动纪念活动，随后从5日至8日由东
向西凭吊法国境内的主要战役遗
址，9日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一起
悼念索姆河战役阵亡官兵，10日与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贡比涅森林参观
百年前签署停战协定的火车车厢。

11日上午的纪念活动结束后，马
克龙还将主持巴黎和平论坛开幕
式。默克尔、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嘉宾
将出席。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期3
天，议题包括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网
络监管等。

分析人士认为，一战百年后的
世界，全球化遭遇挫折和逆流，极
端、排外情绪上升。不少国家的政
治人物是在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人
没有经历过战争，对历史的认识有
些模糊。当今世界更应强调反思、
平衡和包容，让全球化健康发展。

在纪念活动期间，马克龙多次强

调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在贡比涅，马克龙对参加仪式
的民众说，欧洲在两次大战后已保持
了73年的和平，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
的，这是因为“我们对任何分裂企图寸
步不让，愿意携手面对全球性挑战”。

据法国媒体报道，马克龙在11日
的讲话中将重申捍卫和加强全球多
边主义的必要性。舆论认为，首届巴
黎和平论坛是应对在全球范围内有
所抬头的民族主义倾向之举，旨在向
全世界展示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倡导
建立一个基于规则、开放和崇尚多边
主义的世界。

多边主义对欧洲尤为重要

马克龙在4日的纪念活动启动
仪式上说：“虽然法国在1918年赢得
了战争，但却失去了和平。”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菲
利普·德法尔热认为，虽然各国都吸
取了一战教训，但在当前多边主义
备受质疑、国际秩序动荡不断的背

景下，吸取一战教训所取得的成果
现在正变得十分脆弱。

马克龙此前警告说，日益加剧
的民族主义正“像病毒一样”在整个
欧洲迅速蔓延。在政治学博士巴斯
蒂安·尼韦看来，民粹主义与欧洲区
域主义、传统强国重拾战争和相关
政策的风险、欧洲在新兴国家面前
的衰落感等，始终影响着欧盟。

如今，欧盟正面临多重挑战：移
民政策至今无法达成共识，东西欧
分歧点越来越多，英国明年将正式

“脱欧”，欧盟改革进展寥寥，欧洲团
结和欧盟前景遭遇“信心危机”……

分析人士认为，如今欧盟内外
交困，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对欧盟团
结和一体化进程尤为重要。

法德和解树标杆

对立志重振欧洲雄风的马克龙
而言，德国的助力必不可少。在本
次纪念活动中，马克龙特意安排与
默克尔一起在贡比涅森林纪念一战

结束百年，用实际行动阐释法德和
解对维护和平的重要意义。

1918年11月11日，法国元帅福
煦代表协约国阵营在停于贡比涅森
林火车站的一节车厢内与德国签署
停战协定。近22年后，德国纳粹头
目希特勒选择在同一车厢内与节节
败退的法国签署停战协定。两个协
定均充满苛刻刁难，不仅加剧了法
德仇恨，也为战火在欧洲乃至全球
范围内重燃或蔓延埋下了祸根。

福煦元帅的重孙富尼耶·福煦
10日在纪念活动现场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当天的活动再次彰显
法德和解是面向未来、惠及世世代
代的，法德和解本身以及这种和解
精神对于维护欧洲乃至世界和平都
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人士认为，一战结束“百年
祭”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汲取历史教
训、坚持多边主义的信息，或可为进
一步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维护世
界持久和平注入新动能。

（新华社巴黎11月10日电）

在当今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一战结束“百年祭”或为维护多边主义注入新动能

分歧更为深刻 谋求更多自主 短期内难以脱钩

11月10日，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右一）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前右二）合影。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 摄

韩朝从非军事区部分哨所
撤走兵力武器

一名韩国政府消息人士10日说，韩国和朝鲜
当天完成从非军事区部分哨所撤走兵力和武器。
后续，这些哨所将被“试验性”拆除，为全面撤除非
军事区内岗哨铺路。

这名消息人士说：“韩朝双方早些时候一致同
意，在今天以前各自撤走11处哨所的兵力和武
器。我方已经按约定完成任务，朝方说也已完成
工作。”

按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韩方开始拆除部分
哨所；韩方看到，朝方同样启动拆除作业。

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三八线”、即北纬
38度线附近的实际控制线成为军事分界线，沿分
界线东西长240公里、南北两侧各两公里以内为
非军事区。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现阶段在非军事
区设有大约60处哨所，朝方有大约160处。

今年9月19日韩朝领导人平壤会晤期间，韩
朝军方签署《〈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
即“9·19军事协议”，作为《9月平壤共同宣言》的
附属协议。按照协议，双方将采取实质性措施，消
除朝鲜半岛战争威胁，终结包括非武装地带区域
在内的军事敌对关系，把朝鲜半岛建设成“永久的
和平地带”。

上月26日，韩朝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
阁”举行第十次将军级军事会谈，商定撤走边境附
近非军事区内11处哨所的人员和装备，11月底
前完全撤除这些哨所，12月查验拆除作业。

双方原计划炸毁试点哨所，考虑安全和环境
因素，决定改用挖掘机铲除。

数天前，韩朝军事部门达成协议，将各自保留
非军事区内一处哨所不拆除。韩国政府消息人士
说，保留的哨所可用作旅游景点以及和平事业。

韩国国防部说，韩方选择保留半岛东部海岸
距离朝方最近的一处哨所，是1953年签署朝鲜战
争停战协定后韩方建成的首个哨所。朝方选择保
留位于中间地带的一处哨所。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随着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连日来猛
攻，也门荷台达之战进入了巷战阶段。过去一周
内，荷台达居民和士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

也门政府军在联军空中火力的掩护下，9日
在荷台达东部撕开了胡塞武装的防线，一路向荷
台达市中心挺进，推进速度也逐渐加快，目前已进
入巷战阶段。另一方面，从西部进发的军队目前
距离荷台达港只有数里之遥。

荷台达港是也门战场上的战略要地之一，联
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封锁后，胡塞武装70％的物资
经此港口进入其控制区。

经过数天激战，也门政府军已经控制了荷台
达市内最大的医院，胡塞武装此前曾以该医院作
为据点进行防御。

此外，联军11日空袭了荷台达一处胡塞武装
指挥部，导致数名胡塞军官身亡。据当地居民说，
在城内能听到密集的炮弹爆炸和交火的声音，天
上战机和直升机不断盘旋。

也门政府军第二旅军事行动长官贾赫拉告诉
记者，此次作战行动令胡塞武装措手不及，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果，距离收复荷台达已经不远了。
另一方面，美国10日宣布将停止为沙特战机

提供空中加油的支持。尽管沙特称联军目前已有
能力解决该问题，但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军的撤出
不会降低联军战机的战斗力。

胡塞武装方面，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表
示，尽管局势不利，但绝不会投降。地面战场上，
胡塞武装仍在继续抵抗，试图阻止政府军前进。
政府军则表示，胡塞武装在城内使用当地居民作
为人盾，对抗政府军的重火力武器。

联合国近日多次对也门的人道主义形势表示
担忧，呼吁各方停止军事行动，尽快回到谈判桌
上。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克·
洛科克上月警告，一场迫在眉睫的特大饥荒将席
卷也门，估计面临饥荒的人口将达到1400万，相
当于全国半数人口。

今年6月，也门政府军在联军支持下发起“黄
金军事行动”，在荷台达打响攻城第一枪，但遭到
胡塞武装的顽强抵抗，随后双方一度停火。9月8
日，在胡塞武装缺席联合国主导的和谈后，政府军
于次日再次对荷台达发起进攻。

10月底，美国防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喊
话沙特和也门各方，呼吁各方限期一个月内停火，
并回到谈判桌上。但随后也门政府军在联军的支
持下对荷台达展开猛攻。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陈霖）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连日猛攻

也门荷台达之战
进入巷战阶段

11月9日，在也门荷台达东部郊区，支持政府
的武装人员在街头活动。 新华社/法新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