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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斗法升级致叙战事难歇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在美
英法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之后，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 15 日说，
华盛顿准备就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对
俄进行新一轮制裁，具体措施 16 日
将由财政部长姆努钦公布。俄方则
表示，将针锋相对地采取反制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美俄对抗加剧
让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有转化
为大国直接冲突的风险，这给中东
局势未来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因
素，甚至可能引发更大危机。
新闻事实
黑莉当天在美国电视台的访谈
节目中宣称，
俄罗斯已 6 次在联合国
安理会
“阻挠对叙利亚化武使用的调
查”，美方新的制裁措施将直指提供
“与化学武器相关设备”
的俄企业。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
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16 日将
召开紧急会议，审议一份回应美国
反俄政策措施的草案。俄外交部副
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会在
批准这份草案的问题上拖延。他
说：
“ 从政治角度来看，俄外交部认
为，需要尽快通过这一草案。”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俄罗斯
在外交层面主动出击，寻求支持。
俄罗斯总统普京 15 日与伊朗总统
鲁哈尼通电话。双方指出，美国及
其盟友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违反国
际法，将严重损害叙利亚问题政治
解决前景。土耳其副总理博兹达
16 日也表示，土方不排斥在叙利亚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举行核潜艇演习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4 月
16 日电（记者 吴刚）俄罗斯太平
洋舰队 16 日发布公告说，该舰队
所属两艘核潜艇在堪察加半岛海
域进行了演习。
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发布公
告说，该舰队出动“弗拉基米尔·
莫诺马赫”号核潜艇和“亚历山
大·涅夫斯基”号核潜艇进行了演
习。演习中，两艘潜艇进行了“决
战”，演练了寻找、跟踪及消灭对
手的能力。
公告说，两艘核潜艇重点演
练了如何在双方都使用声呐设备
和武器的条件下进攻和反进攻的
能 力 ，即 如 何 首 先 消 灭 对 方 核
潜艇。
公告没有提及演习进行的具
体日期。

力，这是以遏制打压俄罗斯为一贯
安倍访美三大看点
目标的美国不愿看到的。对于美国
来说，军事打击叙利亚只是遏制俄
罗斯影响力的手段之一，而对俄经
济实施制裁才是最大的
“杀器”。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 王可佳 朱东阳）日本
原本，在“伊斯兰国”被击溃后， 首相安倍晋三定于 17 日访问美国。访美期间，他将与美
叙利亚和平进程终于迎来一线曙
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非正式会谈。
光。但美俄博弈的加剧无疑给叙利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问题及日美经贸问题将是本次
亚局势增添了更多复杂危险因素， 日美会谈的两大核心主题。与此同时，安倍一直重视与
很可能毁掉来之不易的和平希望。 特朗普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次他将打出什么牌，也受
只有大国放下私心，叙利亚危机才
到外界关注。
有可能以和平方式画上句号。
聚焦朝核问题
背景链接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行程安排，安倍将于 17 日下午
根据去年 12 月公布的新版《美
与特朗普举行一对一会谈，此后将举行有双方高级别国
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
家安全官员参加的小范围会谈。18 日，双方将开展更大
在中东地区的三大战略诉求之一即
范围的会谈，
然后召开联合记者招待会。
为打压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
按照美方的说法，安倍此访重点，是赶在美国与朝鲜
在此次美英法对叙利亚实施军
举行元首会晤前，先同特朗普协调日美在朝鲜半岛无核
事打击之前，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实
化问题上的立场，
并就美朝元首会晤交换意见。
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明显加大了
日本媒体也认为，朝核问题是安倍此访最重要的议
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随着叙利亚
题。据日媒报道，日本拟要求美方拒绝朝鲜此前提出的
化武疑云的进一步发酵，美俄两国 “阶段性实现无核化”设想。为实现朝鲜“完全、不可逆且
在安理会针锋相对，令两国关系持
可验证”的无核化，双方拟就要求朝鲜废除核设施能力，
续紧张，
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并无条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验达成一致。
美俄之间的大国博弈呈现全方
安倍可能还将与美方探讨要求朝鲜放弃弹道导弹能
位、多地域特征。在此次两国围绕
力及制定相应时间表等事宜。安倍曾表示，他将要求特
叙利亚进行激烈较量之前，俄乌边
朗普在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时，要求朝鲜销毁
境也一度杀气重重、危机四伏。在
一切能够打击日本本土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
欧洲，美国主要借助北约与俄罗斯
此外，安倍可能还会要求特朗普在美朝首脑会谈中
抗衡，通过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
为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进行积极斡旋。不过，日媒普遍
空间进行挤压。而俄罗斯对叙利亚
认为，即使特朗普答应安倍的要求，这一议题在美方看来
局势进行强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
优先度也较低，
短期或难取得实质进展。
也是出于对冲西方在东欧地区对俄
应对经贸纠纷
压力的考虑。
日媒认为，安倍访美涉及的经贸议题可能包括日美
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FTA）问题、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问题和日美贸易逆差问题等。
特朗普近日曾表示，日本多年来在贸易问题上对美
国“伤害巨大”，美国媒体认为此举意在给即将到访的安
倍施加压力。
东京花旗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村嶋归一日前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要求日本同意开始两国间 FTA 交
涉，并要求日方在汽车及农产品这两个主要领域做出重
大让步，
但日本政府一直对此持消极态度。
村嶋归一说，在此前的日美经贸谈判中，双方已经针
对汽车行业制定多种策略，留给有效新策略的空间十分
有限。同时，在民意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安倍如果在农
产品问题上对美国大幅让步，
将令他在国内更加被动。
特朗普日前称，已经要求下属研究美国重新加入
TPP 的可能性。对于他的这一表态，日本国内舆论普遍
持谨慎态度。共同社说，TPP 协议已经签署，如重新谈判
可能将再花费数年时间，因此安倍政府目前暂不考虑重
新谈判，而是寄希望于在访美期间说服美国接受现有协
议框架。不过，
美方显然有意在此问题上讨价还价。
美国纽约举行反战集会
《日本经济新闻》称，为推动美国重返 TPP，安倍拟向
美方提议在两国间引入新的经贸对话机制。
4 月 15 日，数百名反战人士在纽约举行集会，呼吁政府结束战争，
近期，特朗普加大了对美日贸易逆差问题的批评力
珍惜和平。图为反战人士在美国纽约参加集会。
度，
并将日本包含在美国钢铁产品进口限制对象之列。因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此，
安倍可能会在首脑会谈中再度要求美国
“豁免”
日本钢
铁产品，
同时向美方承诺加大日企对美直接投资的力度。
巩固私人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一直试图通过构筑与特朗普的
自卫队
“瞒报门”
和为加计学园
“开绿
安倍 2006 年至 2007 年首次出
私人关系来巩固日美关系。因此，他访美期间如何与特
灯”
等丑闻应对不当。
任日本首相，2012 年再次上台。能
朗普互动也是一大看点。
小泉谈及森友学园“地价门”丑
否在新一轮选举中保住自民党总裁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与朝
闻时说，安倍承诺如果他和妻子安
位置被视为他能否继续连任首相的
鲜领导人对话的计划令日本猝不及防，这位美国总统最
倍昭惠牵涉其中就辞去首相和议员
前提条件。
近还批评日本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这些迹象似乎表
职务，这是麻烦的源头。按小泉的
安倍身陷一系列丑闻，支持率
明在特朗普心目中安倍已经
“失宠”。
说法，安倍昭惠一度担任森友学园
下跌。时事通讯社 13 日发布的民
在村嶋归一看来，此次日美会谈的焦点在于，安倍会
拟建小学的名誉校长，
“安倍怎么能
意 调 查 显 示 ，安 倍 内 阁 支 持 率 为
向特朗普“朝贡”什么，以及他的“朝贡”能否让特朗普
说自己无关呢？”
38.4%，
不支持率为 42.6%。
满意。
问题上与俄罗斯和伊朗合作。
深度分析
在叙利亚问题上，
美方不断对俄
施压。这让地区和国际形势日益紧
张，
也让叙利亚问题愈加难以解决。
分析人士指出，如今的美俄对
抗与冷战时期不同之处在于，双方
的实力不再均衡，这使得美国更倾
向于排除对俄罗斯做出战略性妥协
的选项。这或许意味着，双方发生
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比冷战时更大。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
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预
计，美国会在多个领域系统性、持续
性地向俄罗斯施压，
以期把俄罗斯压
垮，而俄罗斯则会坚持不向美国屈
服。因此，
即使叙利亚危机没有导致
美俄对抗失控，
双方矛盾的不断加剧
也会在未来引发国际性危机。
第一评论
叙利亚堪称目前最典型的大国
博弈场。叙利亚危机爆发 7 年来，
包
括美俄在内的域外大国以及沙特、
伊
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都牵涉其中。
在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覆灭之后，
打
着反恐旗号的各方失去了名义上的
共同目标，
博弈愈发白热化。在此背
景下，
大国之间的
“代理人战争”
有转
化为大国直接冲突的风险。
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多重矛盾冲
突中，美俄博弈无疑是最大的一个
变量。俄罗斯自从介入叙利亚战事
以来，保住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叙政
府，极大提升了自身在中东的影响

小泉称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
“没戏”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
张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 14 日
说，首相安倍晋三已失去民众信任，
难以在今年 9 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
选举中获得连任。
小泉14日在水户市发表演讲后接
受媒体记者采访。作为安倍的
“政治导
师”
，
他不看好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的
前景，
批评后者对森友学园
“地价门”
、

朝核、经贸与私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