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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去年11月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
部长阿卜杜拉率团访叙时，美国政府官
员就曾表示，不支持“正常化或修复”与
巴沙尔政权的关系。对于此次巴沙尔
访问阿联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回应称，美方不支持其他国家与叙政权
关系正常化，在叙危机政治解决方案取
得进展前不会取消对叙制裁，也不会支
持叙重建。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阿拉伯国家认
为，美国忽视这些国家的安全关切，未
能有效遏制伊朗扩张地区影响力，美国

在中东地区角色的不确定性正在加
大。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
制裁造成地区经济、人道局势恶化，也
引起相关国家反感。上述原因都促使
阿拉伯国家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频频与叙互动。

伊马德·萨利姆指出，基于自身政
治和经济利益考量，中东各国已开始展
开平衡外交，寻求发展与美国以外国家
的关系。

（新华社大马士革3月19日电 记者
汪健 郑一晗）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在塞尔维亚首都贝
尔格莱德日前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
观众拉起多条横幅，细数美国、北约过去
几十年来轰炸或挑起战争的国家和地区
名单，并高唱反战歌曲。多国专家学者
和民众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执行
双重标准，一方面标榜“反战、和平”，另
一方面却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对他国实
施军事干涉，插手他国内政，随意实施制
裁，制造人道主义危机，给全球和平与安
全带来威胁。

塞尔维亚前资深外交官、国际问题
专家日瓦丁·约万诺维奇说，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军队1999年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
国进行了78天的轰炸，时至今日，欧洲和
世界仍在承受这次破坏造成的严重后
果。他指出，美国和北约看似在呼吁遵守
国际法并指责其他国家，但实际上正是他
们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
动了对南联盟的行动，美国之后对阿富
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也是如此。

伊朗德黑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哈米德·瓦法埃说，塞尔维亚球迷的举动
很有意义。塞尔维亚人民经历过北约对
当时的南联盟的轰炸，目睹了这些西方

国家在战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的行
为。在现当代的历史上，全球范围内大
部分战争都是西方国家挑起的，最近的
例子就是它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作
所为。发动战争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资
格来讨论反战立场。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萨
利姆·弗鲁格说，20年前，美国和北约等
西方盟友以反恐为借口侵略阿富汗。他
们口口声声承诺支持阿富汗重建、支持
维护人权，但他们并没有履行承诺，没能
给阿富汗及周边地区带来和平及安定。

阿富汗赫尔曼德省桑金地区居民阿
卜杜勒·瓦吉德多年来目睹了美军及北
约盟友对阿行动。他痛诉道：“美国及北
约军队对我们发动了20年的战争，人们
每天在担惊受怕，我们这里的生产和生
活完全被摧毁了。”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奥
马里表示，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美国实行
双重标准，它声称关心难民问题，却无视
自己在中东地区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美国实质上为人
道援助设置障碍，导致人道主义危机进
一步恶化。

叙利亚居民阿里·伊萨认为，美国声

称自己“做善事”，在保护难民，实际上在
剥削和掠夺，想占领叙利亚的领土并进
行抢掠。

柬埔寨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
瑟夫·马修斯说，鉴于美国根据其编造的
谎言多次入侵其他国家，美国在保护和
平与人权或遵守国际法问题上没有资格
说教。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阿富汗战

争，美国只会导致更多的混乱和不稳定，
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

古巴首都哈瓦那一名专职司机爱德
华多·卡巴尔说：“美国和北约采用双重
标准行事，它们借人权和自由的名义行
动，但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侵犯人权和
自由。它们宣扬军事干涉主义，干涉别
国内政。它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一面“反战”一面干涉
——多国人士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持双重标准行事

美国反对无果 阿叙关系再改善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18日访问阿联酋，和阿领导人举
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叙利亚局势
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等进行讨论。这是2011年叙利
亚危机爆发以来巴沙尔首次访问
阿拉伯国家。美国则对阿联酋接
待巴沙尔到访“深感失望”。

分析人士认为，此访标志
着叙利亚和阿联酋乃至更多阿
拉伯国家进一步走近，以阿联
酋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和叙利
亚改善关系符合各自政治、经
济利益，美国长期以来孤立叙
利亚的政策越来越不被阿拉伯
世界所认可。

据当地媒体报道，巴沙尔 18 日
受到阿联酋政府热情接待。阿联酋
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阿勒马克
图姆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阿勒纳
哈扬分别与巴沙尔举行会谈。阿勒
纳哈扬表示，叙利亚是“阿拉伯安全
的关键支柱”，阿联酋期待与叙利亚
合作，助其实现稳定和发展，希望

“这次访问成为叙利亚和整个地区
和平与稳定的开始”。同时他还强

调，所有在叙利亚非法存在的外国
军队应撤出。

阿联酋《国民报》报道，巴沙尔此
访是阿叙两国近期多轮沟通和协商
的结果，双方在涉及各自利益的多个
领域进行了广泛磋商。阿联酋将向
叙利亚提供政治和人道主义支持，促
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叙危机爆发后，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中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

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
员国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关闭了
驻叙大使馆。

叙利亚政治学专家胡萨姆·舒艾
卜认为，此访的意义不仅在于叙利亚
和阿联酋两国关系改善，还传达出了
海湾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希望
与叙利亚重修于好的清晰信号。“因
为阿联酋是海湾国家的先锋，是叙利
亚重返阿拉伯世界的大门。”

近年来，阿联酋和叙利亚逐步加强
外交联系。2018年12月底，阿联酋重
新开放驻叙利亚大使馆。2021年 11
月9日，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阿
卜杜拉率团访问叙利亚并与巴沙尔举

行会见。除阿联酋外，多个阿拉伯国家
都表现出实现与叙关系正常化的意愿，
埃及、黎巴嫩等国纷纷呼吁阿盟恢复叙
利亚成员国资格，多国重开驻叙使馆或
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口岸。

分析人士指出，对阿拉伯国家而
言，与叙利亚重修于好既涉及地缘政治
利益，也关乎经济收益。

在地缘政治方面，叙危机期间，伊
朗和叙利亚的关系不断拉近，引起海湾
阿拉伯国家警惕。叙利亚政治分析人
士伊马德·萨利姆说，沙特、阿联酋等国

要在地区内制衡伊朗和土耳其，就必然
要拉拢叙利亚。经济因素也是阿拉伯
国家改善和叙政府关系的重要原因。
叙利亚拥有重要的陆路口岸和天然气
管道，黎巴嫩、约旦等国为了解决本国
经济困境，希望改善对叙关系，寻求更
多合作可能。

对叙利亚而言，和阿拉伯国家加强
互动既能获取政治支持，改变持续多年
的外交孤立状态，也有利于和阿联酋等
地区重要经济体加强合作，改善受战
火、新冠疫情和西方制裁重创的经济。

美国反对无果

会谈亲切友好

阿叙相互需要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20日宣布，
他上任后将把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
迁至首尔市龙山区的国防部大楼。

尹锡悦当天举行总统职务交接委
员会挂牌成立后的首次记者会，发布
《青瓦台总统办公室搬迁方案》。他将
在5月10日的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
前往新办公室工作，且同一天开始，青
瓦台全面对公众开放。至于总统官
邸，尹锡悦希望从青瓦台搬出后使用
位于汉南洞的公馆。

他表示，做出搬迁决定并不容易，
是为了“国家的明天”和更好服务民众
并兑现竞选承诺。

尹锡悦在竞选早期承诺，一旦当
选总统，将不会在青瓦台办公，打算迁
往首尔市中心光化门的政府大楼。按

他的说法，青瓦台是韩国“帝王权力”
的象征。

总统办公室搬迁计划引发争议，
批评者认为这并不能帮助总统加强与
民众交流，反而造成资源浪费。

尹锡悦解释称，放弃搬迁至光化
门的原因是安保会给附近民众造成
不便，且不可避免仍将使用青瓦台内
部部分设施，难以兑现全面开放青瓦
台的承诺。而国防部大楼已经配备
必要安保，能把给公众带来的不便降
到最低。

据企划财政部估测，搬迁费用将
达到496亿韩元（约合2.6亿元人民
币），包括国防部办公楼改造费用252
亿韩元（1.3亿元人民币）。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当选总统宣布将搬至国防部大楼办公

3月20日，韩国当选总统展示搬迁后的新总统办公室示意图。 新华社/路透

3月20日，比利时警察在事件现场附近工作。 新华社/法新

比利时一汽车冲入人群造成至少6人死亡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20日电（记
者潘革平）据比利时中部城市拉卢维耶
尔市政府发布的公报，该市20日发生汽
车冲入参加狂欢活动人群事件，造成至
少6人死亡，10人重伤，27人轻伤。

拉卢维耶尔市市长雅克·戈贝尔
对当地媒体说：“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

狂欢节活动。凌晨5时许，一辆汽车
突然高速冲入正在围观的人群。肇事
司机及车上人员均已被捕，警方正在
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目前，拉卢维耶尔市已启动市级
应急预案，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市政
府决定狂欢节活动中止。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0日签署法令，将乌克兰战时状态在3
月26日到期后再延长30天。俄罗斯国
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日表示，19日
晚间和20日清晨，俄军使用“口径”海基
巡航导弹从黑海水域远程打击摧毁了乌
克兰某修理厂的装甲车维修车间。

——根据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网
站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20日签署了延
长国家战时状态的法令。根据这一法
令，乌克兰战时状态将在3月26日5时
30分到期后延长30天。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
夫20日表示，19日晚间和20日清晨，俄
军使用“口径”海基巡航导弹从黑海水域

远程打击摧毁了乌克兰某修理厂的装甲
车维修车间。此外，俄军使用高精度空
基导弹对乌克兰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
训练中心进行了打击，消灭了100多名
特种作战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他说，俄
军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摧毁乌
方207架无人机、1467辆坦克和其他装
甲车辆、148台多管火箭炮、573门野战
火炮和迫击炮、1262辆特种军用车辆。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
日发布最新战报称，截至20日，俄军在
对乌作战中死亡人数约14700人，损失
坦克476辆、装甲车1487辆、火炮系统
230套、多管火箭炮74套、防空系统44
套、固定翼飞机96架、直升机118架、汽
车947辆、舰船3艘、燃油运输车60辆、

战术无人机21架。
——科纳申科夫19日晚表示，乌克

兰安全局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总局一名
工作人员向俄方投降并移交了参与顿巴
斯地区破坏活动的人员信息。该人士透
露，“亚速营”人员计划在利沃夫对美国
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外交代表机构的工作
人员和相关设施发动袭击。乌政府已获
悉这一计划，但并未采取阻止措施，并将
谎称相关攻击来自俄方。这一挑衅行为
旨在对北约国家施压，并达成在乌上空
实行“禁飞区”并获得更多武器的目的。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
克兰国防部20日发表声明称，有迹象表
明白俄罗斯正在准备对乌克兰发动直接
军事入侵，乌军随时准备发起反击。

——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韦列修
克20日表示，当天各方就开通7条人道
主义通道达成一致，乌方继续从马里乌
波尔和基辅州疏散民众。乌克兰总统办
公室副主任季莫申科19日在社交媒体
发布消息称，当天乌方通过人道主义通
道从基辅州、马里乌波尔和卢甘斯克等
地区疏散6623名居民。

——乌克兰社会调查机构“评级”18
日通过电话和网络对1000名18岁及以
上的乌克兰人进行随机调查，并于20日
发布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有74%的受
访者支持乌总统泽连斯基与俄总统普京
就结束战事进行直接对话，另外高达89%
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在俄方不撤军
的情况下与俄方签订临时停火协议。

乌克兰决定延长战时状态
俄导弹摧毁乌装甲车维修车间

阿联酋阿布
扎比王储穆罕默
德·本·扎耶德·
阿勒纳哈扬（右）
在阿布扎比与来
访的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
交谈。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开罗3月19日电（记
者吴丹妮 艾哈迈德·沙菲克）埃及旅
游和文物部19日在首都开罗以南约
30公里的塞加拉古墓群发掘现场宣
布，埃及考古队在此地新发现5座距
今4000余年的墓葬，保存情况良好。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
塔法·瓦齐里在发掘现场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新发现的墓葬及墓内
文物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古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2686年至2181年），5座
墓葬均刻有铭文。

塞加拉地区是古埃及文明核心遗
址，多位法老的金字塔和许多贵族的
墓地位于此地，其中包括最古老的阶
梯金字塔。

埃及塞加拉新发现5座距今4000余年的墓葬

在埃及塞加拉古墓群拍摄的随葬品。 新华社/路透

多名气象学家近日观测到南北两
极地区均出现极端高温天气，部分地
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平均水平三四十
摄氏度。

正常情况下，南极洲现阶段气温
会随着南半球由夏季转入秋季而逐渐
下降。但南极洲多个考察站本月18
日记录到创纪录高温。据法新社报
道，法国气象局气象学家艾蒂安·卡皮
基安在社交媒体说，法国、意大利合建
的康科迪亚南极考察站18日测得气
温为零下11.5摄氏度，创历史最高纪
录。这一数字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约40摄氏度。

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极
地气象学家若纳唐·维勒在社交媒体

说，康科迪亚考察站测得的温度比以
往最高气温纪录高1.5摄氏度，“本不
应该出现”这种高温。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气象学家马
修·拉扎拉观测到东南极洲冰穹C-ii
地区的18日气温达零下10摄氏度，
而往年同期平均气温为零下43摄氏
度。拉扎拉说：“这个温度应该出现在
1月，而非3月。那里1月是夏季。太
夸张了。”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
中心科学家沃尔特·迈耶的话报道，北极
部分地区3月中旬气温较往年同期平
均水平高约30摄氏度，有的地区气温
甚至逼近或达到冰点，这极为罕见。

王鑫方（新华社专特稿）

南北两极地区现极端高温天气

3月17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塞尔维亚观
众拉起横幅细数美国北约轰炸或挑起战争的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