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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北约成
员国的利益差异愈发显现，矛盾日益突出，
在行动上也已表现出不一致。土耳其购买
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令美国和北
约其他成员国大为不满。美国未和欧洲
盟友磋商就突然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
土耳其未与盟友协调就在叙北部展开地
面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这些“任性”
的行动都让北约欧洲盟友“很不开心”。

4日发表的峰会联合声明强调北约
面临来自各个战略层面的威胁和挑战，
成员国为保持安全必须共同展望未来，
同时提出应在确保基础设施和能源安
全、应对太空安全挑战、应对网络攻击三
方面加强努力。但此间舆论认为，对于
心不合、言不拢的北约而言，无法化解内
部分歧，再美好的理想都是空谈。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和
防务安全专家威恩·里斯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北约成员国各有利益诉求，
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它们的意见分歧对
北约履行其传统功能构成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目前的“言乱”乃
至“行乱”都由“心乱”引发，而“言
乱”和“行乱”反过来又进一步加
重“心乱”，让年已“古稀”的北约
更加“找不到北”。

（新华社伦敦12月5日
电 记者张代蕾 桂涛）

尽管峰会极力强调团结，但却
无法掩盖北约内部的重重矛盾。“口
水仗”从会前打到会中，不仅有背后
揶揄，甚至还有当面争论。

针对马克龙的“脑死亡”论，特
朗普针锋相对，批评这一言论“非
常、非常糟糕”、对北约“十分傲慢不
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说，
真正“脑死亡”的是马克龙本人。

在特朗普与马克龙3日举行的
联合记者会上，昔日媒体镜头前的

“兄弟情”不再，两人在北约战略、贸
易、对土耳其立场等问题上各说各
话，分歧凸显，场面尴尬。

更令人尴尬的是，峰会期间，英
国、加拿大、法国和荷兰的领导人被
拍到嘲笑特朗普。在这段3日晚拍
摄的视频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
马克龙因为“花了40分钟召开记者
会”而在后面的活动中迟到，而这场
记者会据推测就是与特朗普的记者
会。特鲁多还说特朗普团队成员在
这场记者会上听到特朗普宣布某件
事时“下巴都掉到了地上”。

对此，特朗普指责特鲁多是个

两面派，还取消了原计划出席的一
场新闻发布会并提前回国。

此外，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还继
续“敲打”欧洲盟友，指责许多国家
仍然“没有做出足够财政贡献”，仍
在“拖欠”。有法国媒体评论称，特
朗普到北约唯一的议题就是分担防
务开支。

北约成立70年来，美国一直在其
集体防御机制中充当“领头羊”。但美
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却发表“北约过
时”论，并反复敦促其他成员国增加军
费，在伊朗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问题
上也与欧洲盟友产生分歧。

此外，特朗普就美欧贸易问题
称欧盟是美国“敌人”的言论也让欧
洲盟友们大惊。法国国际关系与战
略研究所研究员莫罗日前撰文批评

特朗普此言：“既然是贸易敌人，那
还能是军事盟友吗？”

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北约正在经历“脑死
亡”。他指责美国和北约盟国之间
在战略决策上毫无任何方式的协调
合作，还批评另一个北约盟友土耳
其“在对我们利益攸关的地区未经
协调发动进攻”。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主要成员

国想法各异，导致它们难以就北约
未来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有效协
商，因此呼吁团结成了本次峰会的
一个重点任务。

峰会4日发表的声明特意在开篇
强调：“北约保障我们的领土和10亿
公民的安全……团结和凝聚力是我们
联盟的基石。”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在峰会期间也多次强调团结，反复
称赞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同盟”。

北约伦敦峰会
4日落下帷幕。在
这一原本为庆祝该
组织成立 70 周年
召开的峰会上却
“口水仗”不断。英
国《泰晤士报》评论
说，大多数人都认
为，这次峰会与原
本想象中的那场
“令人愉悦的70岁
生日派对”相去甚
远。

分 析 人 士 指
出，与强调团结的
意愿相悖，峰会期
间，北约成员之间
的“互动”暴露了其
内部的巨大分歧。
目标认知不一、言
语相互对抗、行动
缺乏协调让这个年
已“古稀”的军事政
治集团失去了方
向。

“三乱”迷眼，北约“找不着北” 给盟友方便 换盟友支持

土耳其“放行”
北约防御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正在英国
首都伦敦举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一对一会面，昔日媒体镜头前的“兄弟
情”不再，重重分歧令尴尬难掩。

分歧一：北约“脑死亡说”
两人3日会面依旧从紧紧握手开

始。
会面前数小时，特朗普点名批评

马克龙，称后者有关北约经历“脑死
亡”的言论“非常、非常可恶”。

“我认为这是在侮辱很多支不同
的部队，”特朗普说，“这非常无礼。”

马克龙拒绝收回“脑死亡”说法，
称“坚持这个观点”。

分歧二：数字服务税
3日会面后，特朗普与马克龙围

绕法国数字服务税分歧，表达解决意
愿。

不过，特朗普说，虽然面临法国
数字税的美国公司不招他喜欢，但它
们是美国企业。“我们想对美国企业
征税，但不是让别人给它们征税，”他
说，“所以要么解决问题，要么采取

‘互利税收’。”
媒体解读，“互利税收”意指美国

将采取报复性关税。
坐在特朗普身旁的马克龙立场

依旧是“坚持”。马克龙说：“我决意
捍卫法国和欧洲利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日提议，
针对法国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向24

亿美元法国输美产品加征最高达
100%的关税。

分歧三：对土耳其立场
马克龙对特朗普未和北约盟友

磋商、突然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感
到沮丧。

特朗普10月与土耳其总统雷杰
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通话后，宣布从
叙北部撤军。土耳其随即发起越境

军事行动，打击美国在叙盟友、库尔
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土耳其还
准备在峰会上以一项北约军事防御
计划为筹码，要求北约认定“人民保
护部队”为恐怖组织。

马克龙说：“遗憾的是，（同一张）
桌子旁的我们对恐怖主义定义不
同。”对土耳其执意从俄罗斯购买S-
400型防空导弹系统，马克龙认为这
是“离心”之举。

特朗普则评价，土耳其在美军追捕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前头目阿布·贝克
尔·巴格达迪的行动中“非常有帮助”。这
一行动中，巴格达迪引爆炸弹背心身亡。

特朗普评价土耳其“不能（表现
得）再好了”；就土耳其购买S-400，
特朗普称在考虑发起制裁。

分歧四：“伊斯兰国”外籍人员
就“领回”被俘的“伊斯兰国”欧

洲人员，特朗普告诉马克龙：“你能带
走想要的每一个人。”

马克龙回应：“让我们严肃些。你
的头号问题不是这些外籍武装人员。”

特朗普反驳：“这是我听过最棒
的答非所问之一。不过，就这样吧。”

特朗普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
求这些国家接收本国“伊斯兰国”人
员，未能得到响应。他先前抱怨：“他
们应该回国，他们该回到欧洲。他们
中许多人来自欧洲。他们应该回到
德国和法国。”

也曾有过“蜜月”
特朗普上台后与多个欧洲传统

盟国领导人关系紧张，唯独与马克龙
关系密切。

2017年7月，特朗普首次对法国
作国事访问。马克龙夫妇与特朗普夫
妇“相约”埃菲尔铁塔上的儒勒·凡尔
纳餐厅，品味精致法餐、俯瞰花都夜
景。马克龙称之为“朋友间的聚餐”，
特朗普自述巴黎之行“非常美好”。

2018年4月，马克龙夫妇访美，
特朗普夫妇以国宴接待。马克龙与特
朗普在白宫院内合力栽下一棵树苗，
特朗普当时称赞美国与法国超过两百
年的“长久友谊”，“我爱这棵树”。只
是，后来一则小插曲引发调侃，即美方
出于检疫要求将树苗暂时拔除。

之后，围绕贸易、气候和伊朗核
问题分歧，特朗普与马克龙的关系开
始“高开低走”。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再会马克龙

从“蜜月”到“尬聊”“兄弟情”不再

“心乱”

“言乱”

“行乱”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简称：北约峰
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组织或北约，是
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
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

1949年4月4日，美国与加拿大、英国、法国、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
意大利共12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
标志着北约正式成立。

1949年8月24日，《北大西洋公约》生效。北
约的目的是与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国成员相抗
衡，若某成员国一旦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可以及
时作出反应、联合进行反击。但这一条款在九一
一事件之前，一直未曾付诸实施。及至前苏联解
体，华沙公约组织宣告解散，北约遂成为一个地区
性防卫协作组织。

北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北约理事会。理事会
由成员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外长、国防部长组
成。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组织机构主要有北大西
洋理事会、防务计划委员会、常设代表理事会、军
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等。

经过5次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已
形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其边界直接与
俄罗斯领土接壤。

1957年12月，第1次北约峰会在巴黎举行。
2019年12月3日至4日，北约组织于英国伦

敦召开成立70周年特别峰会。

北约峰会

北约峰会·回响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5日确
认，放弃阻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项防御计划，同
时呼吁盟友支持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

给“面子”

埃尔多安5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告诉土耳其媒
体记者，土方不再阻挠北约防御计划，是因为北约
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和德国、法国、波兰领
导人寻求土方支持。

“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支持这项计划。
与同事们会商后，我们给出肯定答复。”

北约峰会4日在伦敦闭幕。峰会主要议题之
一是一项旨在强化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军事防御能力的计划。

埃尔多安赴会前开出条件，除非北约支持土军
在叙利亚东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否则土方不会支
持那项防御计划。土方姿态招致一些盟友不满。

遭冷遇

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闭幕后告诉媒体记者，
峰会没有讨论如何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
护部队”列为恐怖组织。

土方原先要求北约以官方文本形式把“人民
保护部队”定为恐怖组织。

土耳其认定“人民保护部队”与境内恐怖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同源，威胁国家安全，10月发起越
境军事打击，以肃清土叙边境库尔德武装。

路透社报道，土方作出“放行”防御计划决定
以前，美国决定放弃支持另一项旨在强化土耳其
防御的北约计划。

土耳其近段时间得罪不少北约盟友，主要原
因是土方坚持从俄罗斯购买S-400型防空导弹
系统，而美国等北约成员国认为S-400系统无法
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并且可能帮助俄方今后定
位和追踪美国与盟国的F-35型战斗机。

换支持

埃尔多安5日向北约盟友喊话：“你们不得在
反恐领域抛弃我们。”

北约峰会间隙，埃尔多安和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在伦敦会晤，讨论叙利亚冲突和如
何安置叙利亚难民。

会晤期间，埃尔多安要求北约盟友为在叙东
北边境设立“安全区”、安置叙利亚难民提供资金
支持。

埃尔多安说只有一个国家支持上述方案，没
有点明是哪个国家。

土、法、英、德领导人同意就叙利亚议题每年
至少会晤一次，下场会晤定于明年2月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举行。

德新社报道，默克尔在伦敦与其他三国领导
人会晤期间说，必须由联合国监督叙利亚难民自
愿回国。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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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峰会新闻中心。
新华社发

特朗普（右）与马克龙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场面有些尴尬。 新华社发

北约峰会·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