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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访欧引发欧洲三重焦虑

据新华社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定于 10 日
开始其上任后第五次欧
洲之行：出席北约峰会，
首访英国以及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会面。访问前
夕，特朗普批评欧洲国
家在军费开支上“不出
力”、在贸易问题上“占
美国便宜”，此次到访被
认为
“来者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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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话题
时政热点

A 借机强压贸易问题

当前美欧贸易摩擦可能升级的背景下，欧洲
方面最为担心的是，特朗普可能进一步在贸易问
题上对欧盟施压，包括把贸易和安全问题挂钩，
或与单个欧洲国家达成双边协定等，对欧洲“分
而治之”
。
二战结束后至今，由美国领导的北约保证了
欧洲安全，也让欧洲可以减少防务开支，转而用
于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出于维护冷战期
间以及之后的联盟利益，过去美国总统几乎不会
拿
“安全问题”
施压欧洲。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这一立场，开始把美国
在欧洲承担的安全责任与美欧贸易摩擦挂钩，认
为欧洲要么增加军费开支，要么在贸易问题上让
步。预计，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和欧洲领导人
之间将就此展开交锋。
访英期间，特朗普将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讨论英国脱欧后与英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前
景。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逊此前表示，特朗普的
立场非常清楚，
“他喜欢达成双边协定。”
当前，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陷入停
滞，而公开支持英国脱欧的特朗普放出要与英国
达成自贸协定的消息，显然有向欧盟叫板的意
味。特朗普反对欧盟，视其为美国强有力的经贸
竞争者，希望能对欧洲“分而治之”，甚至私下敦
促法国总统马克龙退出欧盟，与美国签署一项更
有利的双边贸易协定。

B 加大北约内部分歧

特朗普上台后，要求北约成员国多分担防务
费用，还不断批评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不守信用”
“缺少团结”，甚至多次扬言退出北约，这让美国
的北约盟友们对未来忧心忡忡。
北约峰会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用“不友
善”
“ 有毒”来形容美国和欧洲伙伴们之间的氛
围。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尔担忧，此次北
约峰会可能重现七国集团峰会的尴尬局面，恐难
达成一份各方签字认可的联合公报。
目前，最大分歧源自特朗普不断提及的防务
开支问题。在他看来，北约各成员国的“公平”付
出可以简化成一个数字，即到 2024 年各国防务
开支要占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上
个月，特朗普政府给德国、比利时等 8 个北约国
家发出
“催款函”，
继续就防务开支施压。
然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内部也非“铁板一
块”，不同国家出于各自安全关切对北约的倚重
程度也各有不同，因此其分担防务的意愿也有所
差异。
北约东扩后，后加入的一些欧洲小国更为重
视北约且依赖美国，如波兰、爱沙尼亚等国已经
达到了 2％的标准。
《华盛顿邮报》上月底报道，五
角大楼正在重新评估在德国驻军，有意撤军或者
移往已经达到军费标准的波兰。分析人士担忧，
这一做法可能会加大北约内部分歧，从整体上弱
化北约。

C 加深欧洲安全焦虑

特朗普定于 16 日与普京在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举行会谈。由于“特普会”紧接着北约峰会，欧
洲方面担心，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达成某种协议，
可能会牺牲欧洲国家的战略利益，损害欧洲安
全。
有欧洲外交官向媒体透露，
“特普会”在筹备
阶段完全把欧洲排除在外，欧洲要为出现最糟糕
的情况做准备。比如，特朗普可能宣布冻结在欧
洲地区的军演或者从波罗的海国家撤出美国军
队，
以此作为与普京
“交易”
的筹码。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克里米亚并入俄
罗斯后，欧洲和美国都对俄罗斯采取了严厉的全
方位制裁。如果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势必会
弱化北约存在的价值，同时令欧洲国家在对俄关
系上陷入被动。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欧洲问题资深研究员弗
朗西丝·伯韦尔预测，如果美俄只是讨论军控问
题，那么影响不大；如果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协
议，会让欧洲担忧；如果特朗普决定免除对俄罗
斯的制裁，
会进一步动摇与欧洲盟友的关系。

中
“神经毒剂”
英一女子死亡
警方正按谋杀案调查
英国警方 8 日说，上月底在南部
埃姆斯伯里市“中毒”的女子死亡，警
方正按谋杀案调查这一事件。 北晨

中毒情侣在同一处住宅晕倒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44 岁的唐·斯特吉斯
当天死亡，她现年 45 岁的情侣查理·罗利仍在医
院接受救治，
病情危重。
首相特雷莎·梅说，她对斯特吉斯的死亡感
到“震惊”，
“警方和安全部门官员正抓紧工作，作
为谋杀案对待，
查证这一事件的真相”
。
英国警方分管反恐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尼
尔·巴苏说，斯特吉斯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死于
下毒者
“无耻、鲁莽和野蛮的行为”。
斯特吉斯和罗利是埃姆斯伯里市居民，6 月
30 日先后在同一处住宅晕倒。英国波顿当国防
科技实验室的检测显示，他们接触过“诺维乔克”
神经毒剂，与俄罗斯籍前情报官员谢尔盖·斯克
里帕尔父女中毒事件中的毒剂相同。埃姆斯伯
里与索尔兹伯里相隔大约 11 公里。英国警方上
周说，没有证据表明中毒情侣到过附近的索尔兹
伯里。两起事件是否关联有待调查。

两人曾用手触碰附着“诺
维乔克”毒剂的物品
警方 8 日说，波顿当实验室最新检测结果显
示，斯特吉斯和罗利曾用手触碰附着“诺维乔克”
毒剂的物品，
正调查两人为何会接触这一物品。
超过 100 名调查人员正在埃姆斯伯里搜寻可
能附有毒剂的物证并调阅大约 1300 小时闭路电
视监控画面，
以确定那对情侣
“中毒”
前做过什么。
警方预计，取证和事发地清洗消毒将持续数
周甚至数月。
英国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说，
斯特吉斯死
亡“只会增强英方决心，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依照他的说法，英方现阶段没有打算对俄方追加
制裁。贾维德上周要求俄方解释最新中毒事件，
放话说“不接受英国成为俄罗斯毒药的倾倒场”；
英国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说，
最新事件似乎是斯
克里帕尔父女
“中毒”
“不幸的后遗症”
。
俄罗斯驻荷兰大使馆 5 日反驳英方说法，说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特别会议在荷兰海
牙刚刚结束，俄罗斯正在主办世界杯足球赛，
“多
傻的人才会相信俄方会在这个时候‘再次’使用
所谓
‘诺维乔克’
（毒剂）？”
一些俄方官员推测，斯特吉斯和罗利所中神
经毒剂可能出自英国。英方已将最新中毒事件
告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俄方常驻禁化武组织
的代表格奥尔基·卡拉马诺夫 9 日说，如果禁化武
组织即将召开的执行理事会会议讨论这一事件，
俄方将申明自身立场。
禁化武组织设在海牙，定于 7 月 10 日至 13
日召开执行理事会会议。

俄称英国再现中毒事件

对欧洲构成危险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 9 日说，俄对英国埃姆斯伯里地区再次出现
中毒事件表示关切，并称该事件对整个欧洲
构成危险。
塔斯社 9 日援引佩斯科夫报道说，俄方
对在此事件中去世的英国公民感到惋惜，
并对英国境内再次发现毒剂表示严重关
切，这对英国民众甚至欧洲民众来说构
成了危险。
他补充说，出于对安全的考虑，俄
方从最开始就提议与英方联合调查今
年 3 月在索尔兹伯里市发生的中毒事
件，
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相应回复。

连载漫画《伞寿真理子
伞寿真理子》
》

取材现实问题
激起读者共鸣
日本漫画老年主角走红

日本漫画多以青春形象著称，近年却有
不少以老年人为主角的漫画问世。日本共同
通讯社 9 日报道认为，日本社会老龄化严重，
能在老龄读者中激起共鸣，是这类老年主角
漫画走红市场的主要原因。
连载漫画《伞寿真理子》讲述主人公真理
子 80 岁离开家开始新生活的故事。53 岁的
作者小泽雪说，她因为感受到同龄人对未来
的焦虑，创作这套漫画。书中故事取材日本
老人现实中常见问题，例如在公路上逆行驾
车，或者由于大量收藏“有意义的物品”把家
搞得像垃圾堆等。
日本近年涌现出不少以老年人为主角的
漫画作品，市场反响不错。
《共生希望：退休后
离异的父母，过劳死边缘挣扎的子女》则涉及
养老和老年情感等更沉重的话题。
新民

韩国决定暂停
今年“乙支演习”
据新华社电 据韩国国防部
和安全行政部 10 日联合发布的
消息，韩国将暂停今年的“乙支
演习”，并从明年开始实施新形
式的
“乙支太极演习”。
韩国国防部和安全行政部
表示，这是韩国政府根据当前安
保形势和韩美联合军演暂停方针
做出的决定。新的“乙支太极演习”
将不仅针对外部武力攻击威胁，还包
括应对恐怖袭击、重大灾难等内容，
是韩国军、民、政府共同参与的综合性
安保演习模式。
此外，由于“乙支自由卫士”韩美联合
军演暂停，原计划今年 6 月举行的“太极演
习”也将推迟到下半年举行。
“ 太极演习”是
韩国军方单独举行的指挥所演习，今年的演
习计划与 10 月底举行的野外机动训练“护国
演习”
联动举行，以提高训练效果。
韩国军方从 2005 年起将“鸭绿江演习”
改名“太极演习”，并开始由韩军联合参谋本
部主导，
于每年五六月份举行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