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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金特会”紧张筹备
越南外长访朝铺路

越南外交部
发表公报说，应朝
鲜外务相李勇浩
邀请，越南副总理
兼外长范平明 12
日至 14日对朝鲜
进行正式访问。

分析人士指
出，范平明此行显
示各方正在各自
轨道上为第二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
紧张筹备——东
道主越南希望借
此提升国际形象，
各方则期待朝美
领导人此次会晤
拿出更多“看得
见”的成果。

据朝中社12日报道，越南代表团
当日抵达朝鲜。报道未透露访问日程
等情况。

据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报道，越南

总理阮春福11日责成外交部主持第
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筹办工作，要求
各有关部门认真配合。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此前

说，越方欢迎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坚定支持旨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安
全和稳定的对话。越方随时准备与有
关各方合作，为确保会晤成功举办作

出贡献。
韩国总统文在寅11日表示，希望

第二次“金特会”能在实现朝鲜半岛彻
底无核化、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及构建
半岛和平机制等问题上取得更具体、
看得见的进展。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凌德权认为，朝鲜同越南关系既有传
统友好的基础，近年来也发展不错，加
之越南是经济发展较快的社会主义国
家，双方均表达过交流经济建设经验
的意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美领导
人在新加坡首次会晤时同意“建立新的
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
定和平机制”，两个目标之间相互作用。

王俊生说，关于第一个目标，双方

可能寻求建立工作层面的联络处，继
续推动领导人会晤和双方通过对话解
决问题。第二个目标则是今年半岛局
势一大看点，也需要长期过程，需要中
美朝韩等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对话和构
建，朝美均重视中方参与，各方逐步达

成一致，才能进一步启动多方工作组
层面沟通协调工作。

芝加哥大学朝韩问题专家詹娜·
吉布森说，因深陷府院僵局，且承受反
对者对朝美“峰会外交”的质疑，特朗
普政府希望借此次“金特会”取得政策
和政治的“双加分”，拿到又快又实在
的成果。

越美关系从对手、冰封再到正常
化和深化，反映了冷战时代结束后逐
步以对话代替对抗的历史潮流，但也
经历了一个较漫长、分步走的过程。
同样作为冷战时代产物，朝美关系长
达半个世纪的“冰冻”也不可能于一日

消融。
然而，也正因“难为”，近一年来半

岛转圜之势更显“难得”。因此，当好第
二次“金特会”东道主，不仅是越方愿
望，也是东盟地区、亚洲地区和整个国
际社会对于半岛和平稳定的一贯期待。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8日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发文宣布，第二次美朝领
导人会晤将于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
都河内举行。

去年6月，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签署联

合声明，同意“建立新的朝美关系”以及
“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

此后，朝方中止核试验和洲际弹
道导弹试射、释放多名美国人、送还朝
鲜战争美军遗骸，美方也叫停部分美
韩联合军演。不过，双方无核化谈判
陷入停滞。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新华社巴黎 2 月 12 日电
（记者徐永春）法国总统府12日
晚发布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
当天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通电
话，重申法意两国关系的重要
性。法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两国领导人表示，法意关系
建立在特殊的历史、经济、文化和
人文关系之上。作为欧盟创始成
员国，法国和意大利肩负特殊责
任，应共同致力于欧盟的防务和
复兴。

法国7日决定召回法国驻意
大利大使克里斯蒂安·马塞，以
抗议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与法
国“黄马甲”运动代表会面，以及
意政府高官近期批评法国政府
和总统。

法国外交部11日表示，被召
回的法国驻意大使将于“适当时
候”返回罗马。

自2018年 6月意大利新政
府上台后，法意关系日趋紧张。
法国批评意大利对非法移民关闭
港口，多名意大利领导人则抨击
法国的施政方针和对待“黄马甲”
运动的政策。

越南代表团抵达朝鲜

两个目标相互作用

“冰冻”不可能一日消融

近期，法国召回其驻意大利
大使成为轰动欧洲政坛的一件大
事，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
作为欧盟两大成员国，法意之间
如此闹“别扭”颇让人意外。而
这，也折射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
起与合纵连横已然深刻地影响到
欧洲政治生态，欧洲一体化正面
临新的隐患。

法国决定召回其驻意大使的原
因很明了：一是抗议意大利副总理
迪马约与法国“黄马甲”运动代表
会面；二是抗议意大利副总理兼内

政部长萨尔维尼此前公开批评法
国总统马克龙。迪马约和萨尔维
尼分别领导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和
北方联盟党，这两个政党被认为极
右翼色彩浓重，并对法国内外政策
多有批评之声。这两位政党领导
人进入联合政府后，依然不改过往
批评法国的做法，引发了此次外交
风波。法国外交部声明称，法国

“遭到了反复的指责和毫无根据的
攻击”，这些攻击是“令人无法接受
的挑衅”。

放眼欧洲，五星运动党和北方
联盟党领导人的做派恰恰是欧洲
诸 多 民 粹 主 义 政 党 领 导 人 的 缩
影。从意大利到匈牙利，从波兰到

芬兰，从丹麦到斯洛伐克，极右翼
政党入阁已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天
际线。而在欧洲议会、各成员国议
会和各国地方议会，形形色色的民
粹主义政党占据席位，声势更是浩
大。最典型的是曾以战后政治生
态极为稳定著称的德国，右翼民粹
政党德国选择党成立仅 5 年即进
入联邦议院和全部 16 个联邦州的
州议会。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政党
“抱团取暖”“合纵连横”打造联合
阵线成为趋势。从政治主张来说，
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
克龙等主张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领
导人成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常规动

作；从组织方式来说，各党派领导
人互访“传经送宝”十分频繁，协同
作战趋势越来越明显。去年 11 月
中旬，法国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
娜·勒庞等欧洲极右翼政党领导人
即在保加利亚举行联席会议，商讨
战略对策。

最紧迫的是，5月份即将举行的
欧洲议会选举将是这些民粹主义政
党的主战场，将直接决定欧洲一体
化的新风向。当前的欧洲议会，反
欧洲一体化的政党结成了两个松散
联盟，成员占欧洲议会总席位的十
分之一以上，成为一支不能忽视的
政治力量。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民
粹主义政党的风头将比以往更为强

劲，“欧洲议员反欧洲”现象将更为
凸显。一旦他们势力进一步强大，
有可能联合起来杯葛欧盟委员会提
出的议案，或给欧洲一体化“踩刹
车”。正因为如此，德国《明镜》周刊
年初刊文把2019年称为“欧洲民粹
之年”。

回顾欧洲历史不难发现，民粹
主义的潮起潮落自有其历史周期，
当下的欧洲或许步入了民粹曲线的
新高位。眼下，法国宣布其驻意大
使将在“适当时候”返回罗马。法意
和解乃是意料之中，但欧洲民粹浪
潮却不会轻易落幕。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
吴黎明)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通电话重申两国关系重要性

法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法意小“别扭”欧洲大隐患

土耳其执法人员12日采取行动，
抓捕超过一千名2016年未遂政变相
关嫌疑人。

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
报道，抓捕对象1112人，涉嫌在2010
年一次警察晋级考试中舞弊，提前获
得考题；抓捕行动覆盖首都安卡拉和
另外70多个省，124名嫌疑人已经在
安卡拉落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土

耳其内政部人员为消息源报道，
1000多名嫌疑人中，至少45人在安
卡拉任职。

按照土耳其政府的说法，前政变
发起人费特胡拉·居伦的支持者数十
年来以考试作弊等手段渗透进警察、
司法部门和政府机构，组成一个“平
行政府”。

土耳其2016年7月发生未遂政
变。土耳其政府指认政变由宗教人

士居伦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居伦运
动”发起。

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政府大
规模肃清“居伦运动”，涉及军队、司
法、教育和其他部门。超过7.7万人
遭逮捕，等候审理；大约 15万名公
务员和军人遭停职或开除。国防部
长胡卢西·阿卡尔先前说，超过 1.5
万名军人遭开除，包括 150 名将军
级官员。

路透社报道，12日启动的抓捕行
动是规模最大之一，显示未遂政变两
年半后，土耳其政府仍没有放松肃清

“居伦运动”。
土耳其政府先前接管数百家与

居伦及其支持者有关联的企业，关闭
超过100家媒体机构。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
10日说，即将发起针对居伦支持者的
一次“大行动”，“我们要把他们一网

打尽”。
肃清行动招致争议。土耳其政

府声明有必要维护国家安全，反对者
则指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借机打击异己。

居伦1999年至今旅居美国，否认
策划政变。土耳其方面要求美方引
渡居伦，美方至今没有同意，要求土
方提供更多证据。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未遂政变两年半后，土耳其仍没有放松肃清“居伦运动”

土执法人员一天缉捕1112名政变嫌疑人

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

新
华
社/

美
联

千年一见的彗星
本周将划过北美夜空

新华社华盛顿2月12日电 美国航天局“地
平线”数据库显示，一颗蓝绿色的彗星本周正在掠
近地球，尽管肉眼看不到，但在北美地区借助双筒
或小型天文望远镜就可在夜空中观测到它。

这颗被称作“岩本”的彗星将在狮子座附近划
过夜空，它是一颗含冰天体，以高度椭圆轨道环绕
太阳运行，它环绕一圈需要1371年，因此下一次
观测时间将是3390年。观测到这颗彗星的最佳
时间是美国当地时间12日夜间和13日夜间。

美航天局说，彗星“岩本”会在美国东部时间
12日下午3点10分到达离地球最近的点，但依然
相隔4500万千米，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目前该
天体相对于地球的运行速度是每小时23.8万千
米，是地球公转速度的2倍还多。

这颗彗星是日本天文爱好者岩本雅之在去年
12月发现的。它来自太阳系中的“远郊区”，属于

“极远海王星外天体”，与太阳的距离是冥王星与
太阳距离的5倍还多。

这是美国航天局提供的“机遇”号火星车在火
星表面的模拟图。

美国航天局12日表示，科研人员当晚将最后
一次尝试与失联数月的“机遇”号火星车重建联
系。如果“机遇”号仍无法重新“上线”，任务团队
将可能宣布其使命结束。2018年5月底，火星上
刮起强烈尘暴，覆盖了火星表面的四分之一。“机
遇”号的太阳能电池板无法接收到足够的光照，导
致其进入休眠状态，与地球失联。它与地球的最
近一次联络是2018年6月10日。 新华社/美联

美航天局最后一次尝试
唤醒“机遇”号火星车

美国公共债务
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2日电 据美国财政部
12日发布的数据，截至11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
达到创纪录的22.01万亿美元。

关注美国财政问题的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
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过去11个月美国政府增加了1万亿美元债务，公
共债务迅速突破22万亿美元大关，表明美国财政
状况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在加速恶化。

彼得森表示，万亿美元量级的债务增长会导
致高昂的利息成本，这将给经济带来压力，使政府
难以为未来的重要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目前美国
政府平均每天要支付10亿美元债务利息，未来
10年需支付的债务利息将达到约7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在去年9月30日结束的2018财
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7790亿美元，
创2012年以来新高。

尼日利亚政治集会
踩踏致死14人

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哈科特港12日举行一场
为总统选举造势的集会，散场时发生踩踏事件，至
少14人丧生。还有多人在急诊室接受抢救，死亡
人数可能上升。

这场集会在一座体育馆内举行，尼日利亚总
统穆罕马杜·布哈里参加。《先锋报》报道，布哈里
刚离开场馆，一群人试图撞开一处关闭的出口，推
挤中一些人摔倒、遭踩踏。

总统办公室12日晚发表声明，说布哈里已知
道这起踩踏事件并向遇难者致哀，遇难者包括执
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成员。

尼日利亚定于2月16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
举。布哈里寻求连任，主要竞争对手是前副总统
阿提库·阿布巴卡尔。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300万欧元巨款不翼而飞
运钞车司机监守自盗落网

新华社巴黎2月12日电 据法国媒体12日
报道，一名涉嫌监守自盗的法国运钞车司机在失
踪一天后被警方抓获，大部分赃款也一同查获。

据报道，11日早上6时左右，一辆运钞车前往
西联国际汇款公司位于巴黎北部奥贝维利耶的一处
营业点。抵达后，两名押运员下车送货，返回时他们
发现运钞车和司机不见踪影。数分钟后，运钞车在
数条街道之外被发现，但车上的300万欧元（约合
2302万元人民币）不翼而飞，司机也不知所踪。

警方随即展开调查，迅速锁定嫌疑人。12日
下午，这名28岁的运钞车司机在法国北部城市亚
眠被抓获，现场查获大部分赃款。警方目前正排
查嫌疑人是否有其他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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