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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放任拘押极端分子
“回流”欧洲

特朗普16日深夜在推特上接连
发文，喊话一众欧洲盟友说，“伊斯兰
国”即将覆灭，这些被俘的武装分子预
计还是会向欧洲渗透，美国也不希望
看到这一局面，但美国已付出太多努
力和代价，“现在轮到其他人站出来承
担他们有能力承担的义务了”。

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在百分之百
打败‘伊斯兰国’后撤军”。

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以
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和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在打击

“伊斯兰国”过程中，共拘捕来自全球
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外国恐
怖主义武装分子”。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民主
军”表示，可能无法在美国撤军后继续
收押他们。

鉴于安全、法律和财政等因素，目
前多数欧洲国家没有明确表示愿意接
收本国籍的极端武装分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
长孙德刚说，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多年
来介入中东事务牺牲巨大，不仅中东
盟友，连欧洲大国也一直搭美国便
车。因此，特朗普威胁欧洲盟国“领
回”欧籍极端武装分子，否则放任这些
人“回流”欧洲将成为安全隐患，是借
机施压欧洲盟国在美国撤军叙利亚后
承担更多防务任务。

美国从中东脱身并不容易

“美国全面撤军叙利亚”计划内
外受阻，特朗普不得不在口径上“往
回收”。

孙德刚说，美国内部尚未完全达
成共识，但特朗普本人自就任以来屡
屡重申撤军叙利亚的意志不会轻易动
摇，希望通过扶植中东地区盟友，包括
增加对盟友军售、推动建立号称“阿拉
伯版北约”的中东战略联盟等途径，为
美国中东战略减负。“后伊斯兰国”时
期，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很
可能是美国继续减少对叙利亚的军事

投入、让地区盟友发挥更积极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美欧在欧籍武装

分子去留问题上分歧明显，一些欧洲
国家已明确回绝特朗普要求，他们担
心这些人处理起来太棘手，可能在调
查、审判、定罪中面临实际困难，最终
可能流入社会造成危害。

美国向欧洲盟友“甩包袱”，再次

显示其急于从中东脱身的战略意图。
然而，在历史和现实双重制约之下，脱
身并不容易。

“阿拉伯版北约”成员国内部矛盾
重重、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招致其他
盟友反对，多重因素导致美国在叙利
亚乃至中东地区影响力下降，甚至出
现“俄进美退”态势。

另一方面，土耳其、伊朗、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等
地区大国影响力抬升，各有利益诉求，
也不可能顺从“执行”美国意志。

因此，无论欧洲还是中东，美方指
望各路盟友出钱、出人、出力，而自己
在背后掌舵，这种盘算恐怕要落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在叙关押的欧洲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成了烫手山芋

特朗普喊话欧洲盟国曝欧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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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马甲”运动满三月 法国政府何时走出困境？

一些法国民众17日在首都巴黎及部分外省地区参加抗议活动，纪念“黄马甲”运动发起3个月。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来势汹涌的抗议浪潮，法国政府采取了应对措施，民意和舆论也出现转向。
“黄马甲”运动目前虽有缓和之势，但最终走向仍不明朗。

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5月就任
总统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意在解
决经济增长迟滞、社会高福利难以为
继等问题。这些改革措施利在长远，
但短期内势必触动一些阶层的利益，
导致民众不满增加。

法国舆论普遍认为，从表面看，去
年 11 月中旬开始的“黄马甲”运动导
火索是马克龙政府计划上调燃油税，
深层原因则是经济增长乏力、民众获
得感缺失、财富分配不公等长期存在
的沉疴顽疾。而法国政府一直未能及

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马克龙政府从两方面采取对策。

一方面，马克龙政府不仅放弃了上调
燃油税的计划，还宣布了一系列增加
福利的措施，并放低姿态承认未对民
众呼声作出及时和有力的回应，以安
抚民意。另一方面，马克龙政府 1 月
15 日在法国西北部厄尔省正式启动
为期两个月的全国辩论，以凝聚法国
社会对推进改革的共识。

法国舆论分析机构 BVA 分析师
赖斯特罗汉表示，马克龙通过全国辩

论这一参与性较强的途径，倾听民意，
密切与民众的联系，赢得一定支持。

面对“黄马甲”游行中的暴力打砸
行为，法国当局则保持强硬立场，加大
司法惩治力度。本月初，法国国民议
会通过旨在防止游行中的暴力行为和
惩罚肇事者的“反暴力法案”，赋予警
察在游行现场及周边地区搜查行李背
包和车辆的权力，并允许省政府在“有
充足理由认为某些人的行为对公共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前提下，禁止这些
人参加游行示威。

软硬兼施

面对无休止的“黄马甲”运动，法
国民众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法国民调
公司艾拉贝 13 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
示，56%的受访者表示“黄马甲”运动
应该停止。这是反对“黄马甲”运动的
声音首次超过半数。此外，法国舆论
也发生明显转向，反对和批评“黄马
甲”运动的声音高涨。

分析人士指出，“黄马甲”运动中
频现的暴力行为已偏离抗议活动的初
衷，引起民众反感。此外，抗议活动对
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引发公众
普遍担忧。

法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黄马甲”运动导致法国去年第四
季度经济增速下降0.1个百分点。据

法国全国商业中心委员会统计，去年
圣诞节期间，全法商家因“黄马甲”运
动损失达20亿欧元。自去年11月以
来，巴黎酒店的周末入住率下降10%。

法国舆论研究所2月份发布的最
新 民 调 显 示 ，马 克 龙 的 支 持 率 为
36％，跟去年年底相比明显回升，恢复
到“黄马甲”运动爆发前的水平。

民意转向

目前，“黄马甲”运动呈现颓势。
据法国内政部提供的数字，2月16日
全法抗议游行人数约 41500 人，大大
低于去年11月17日“黄马甲”运动爆
发时的28万多人。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马克龙政府
只是改进了与民众的沟通方式，仍然
缺乏有效的具体举措，能否彻底平息
抗议活动仍是未知数。

“黄马甲运动”持续至今，跟一些
政治势力的支持利用不无关系。一方
面，法国多个政治势力在背后煽风点

火，试图借助“黄马甲”运动拉拢人气，
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欧洲民粹主义
势力与“黄马甲”运动合纵连横，遥相
呼应。意大利副总理、民粹主义政党
五星运动领导人迪马约5日在巴黎郊
外会见了“黄马甲”运动参与者，一度
引发两国外交风波。

由此可见，“黄马甲”运动已经超
出最初的范畴，日趋复杂化，何时偃旗
息鼓仍有待观察。

（新华社巴黎2月17日电 记者
徐永春 应强）

走向不明

特朗普在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长级会议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路透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深夜通过社交媒体推特说，美国
正在要求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盟国“认领”各自国籍的、共
约800名在叙利亚被俘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否则美方可能“被迫释放他们”。

分析人士说，随着“伊斯兰国”分崩离析和美国宣布有意
撤军叙利亚，这批在叙关押的欧洲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成
了烫手山芋，特朗普此次公开喊话既有向盟友“甩包袱”之
心，也有为其撤军计划“善后”之意。

在德国慕尼黑，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慕安会上发言。 新华社/法新

美国方面对于进口汽车关税的
“232调查”报告即将揭晓。美国政府
此前屡次威胁要对进口汽车征收高达
25%税率的关税。

如果这一措施届时真的落地，多
国汽车业将遭受严重冲击。而实施汽
车关税的原因，正是“国家安全”。

在日前闭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上，默克尔用罕见的不满语气表示，如
果德国汽车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
威胁，“那我们真的震惊了”。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贸易争端
中祭出“国家安全”大旗的次数越来越
频繁，连民用汽车贸易也上升到了危
害国家安全层面，下一个被美国以“国
家安全”为由打压的目标又会是谁？
贸易保护主义已到了连美国自己的盟
友都深感不满的地步。

去年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

由宣布对钢铝进口产品开征高关
税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指出，
这“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安全的理由，
而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公然
干预”。

默克尔“震惊”的背后，也显示出
跨大西洋关系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在
伊核协议问题上针锋相对，在北约军
费开支上讨价还价，在贸易问题上的
矛盾，都显示出大西洋两岸的纷争在
加剧，互信在降低。

难怪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官方
宣传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
——“跨大西洋同盟能否维持？”

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
讲话时，还使用了“冷战思维”一词。
她在谈到俄德“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时，敦促美国“放弃用冷战思维”
看待这一项目，认为该项目不会增加

德国和欧洲对俄能源的依赖。
由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美国

对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这一管道项目一
直冷眼相向。“冷战”这个当年美德等
西方阵营与苏联等华约国家对峙时的
用词，如今竟成为德国总理告诫美国
的用语。

默克尔的“震惊”，以及她对美国
盟友直言不讳的“对呛”，是国际社会
对当前国际政治生态不满的缩影。

“震惊”背后，让我们看到了贸易保护
主义有变本加厉之势，看到了冷战思
维依然存在、强权政治远未消弭。

在这种情势之下，国际社会越发
清醒地认识到，维护多边主义的声音
需要继续加强，推进互利共赢的举措
应该不断加强。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 记者郑
汉根）

美国对于进口汽车关税的“232调查”报告即将揭晓

默克尔的“震惊”说明了什么？
——跨大西洋关系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裂痕

白宫幕僚预期
美墨边境墙2020年修好

美国总统移民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17日预
期，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修建的美国与墨西哥
边境隔离墙将在2020年9月底以前完工。

“大家有望及时看到数百英里（边境墙），”米
勒当天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电视节目采访时
说，“我认为，会在下一个预算周期结束以前。”

言下之意，特朗普竞选时承诺的南部边境墙
会在2020年9月30日、即下个财政年度结束前
落成，而下一届总统选举投票日是在一个月以后。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已经表明打算在竞选连
任时再拿边境墙“做文章”，即便筑墙一事遭民主
党人、维权团体和边境州土地所有者痛批。

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承诺，当选后修筑
美墨边境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这名共和党
籍总统近期要求国会通过包含57亿美元筑墙费
用的拨款法案，遭民主党人强烈反对。

筑墙争议导致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去年12月
下旬至今年1月下旬“停摆”35天。依据特朗普1
月25日签署的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部分机构
维持运转至2月15日。为避免政府再次“停摆”，
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代表11日就拨款法案达成原
则性协议，双方同意为边境墙拨款13.75亿美元。

只是，这笔拨款不足特朗普索要金额的四分
之一，促使他15日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
状态”，以便绕过正常拨款程序，从国防部等渠道
筹集经费筑墙。

民主党人打算起草决议，阻挠特朗普签署的
国家紧急状态令。在被问及一旦国会参众两院通
过决议，特朗普是否会动用否决权时，米勒回答：

“他会保护他的国家紧急状态令，肯定。”
米勒附和特朗普的说法，认定不安全的边境

导致毒品和犯罪分子涌入美国。《福克斯周日新
闻》主持人问米勒大多数毒品在货物进出口岸遭
截获，边境墙意义何在？

米勒回答：“我向你保证，如果南部边境每一
寸土地布设相同密度的安全检查人员，你将在那
里截获更多毒品。”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安倍推荐特朗普
参评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5日说，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建议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给他颁发
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与朝鲜方面开始对话、推
动半岛无核化。

特朗普15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回答记者有
关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月底在越南第二
次会面的提问时说，安倍“给我一封最美丽信件的
副本，他把这封信寄给那些发一个名为诺贝尔奖
的人们”。

特朗普说，推荐信5页纸，安倍写道：“我推荐
你，代表日本向你表达敬意。我请求他们向你颁
发诺贝尔和平奖。”他没有提及安倍向诺贝尔评审
委员会寄信的时间。

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美朝
领导人首次会晤，同意“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
平机制”。特朗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
恩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特朗
普说，自那次会面，他与金正恩建立起良好关系。

提及美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朝方所作谈
判，特朗普说：“政府工作做得棒。（日本民众等）感
到安全。这是因为我。”

特朗普说，已向安倍表达感谢。“还有很多人
（与安倍）有同样想法……我可能得不了奖，但无
所谓。”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这是2月17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国际
防务展上拍摄的军事演习。

为期5天的第14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17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开幕。

新华社/法新

第14届阿布扎比
国际防务展开幕

美国航天局研究显示

长期太空生活让免疫系统
保持“高度警戒”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8日电 美国航天局一
项双胞胎对比研究显示，长期太空生活有可能会
让宇航员的免疫系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并改变
他们一些基因的活跃程度。

2015年至2016年，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
在国际空间站上连续生活340天，成为在太空连
续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而他的双胞胎兄
弟马克·凯利在地面生活。美国航天局利用兄弟
俩开展了独特的对比研究，希望进一步了解长期
太空生活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在近日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研究
人员公布了一项初步发现：接近一年的太空生活
让斯科特的免疫系统变得超级活跃。

免疫系统是人体防卫病原体入侵的重要防
线。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些变化会
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