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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陆军未来司令部将落地何处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1 日电（记
者 孙丁 刘阳）自去年 10 月美国陆军
确认将增设未来司令部以来，外界
对于这一司令部的选址颇为关注。
美国媒体 10 日报道说，陆军未来司
令部候选地范围被缩小，5 座城市入
围最新名单。
据美国陆军介绍，未来司令部
的职责在于帮助陆军应对可能在未
来出现的威胁，包括识别新威胁、制
定武器需求、改善采购流程和作战
战略等，以支持陆军实现远程精准
打击火力、新一代作战车辆、防空和
导弹防御等领域的现代化升级。
增设未来司令部是美国陆军自
1973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机构调整，
在此之前，美国陆军旗下拥有陆军
部队、陆军训练和教育、陆军装备三
大司令部，为获充足的训练空间且
不打扰公众，它们均位于远离市区
的军事基地中。
然而，未来司令部将打破这一
传统，落地城市之中。美国陆军高
层人士表示，这是为了让未来司令
部能够距离学术和科研机构更近，
能更好地接触到商业和工业界人
士，从而借助民间人才和技术推进
陆军现代化建设。
分析人士认为，出于职责，陆军
未来司令部需要与各领域民间专家

展开交流与合作，消除地理上的障
碍符合逻辑。
“我们希望接触到最好
的技术、工业和教育人才，那么最好
的办法就是到他们中间去。”陆军未
来司令部工作小组发言人帕特里
克·赛贝尔说。
此外，为促进军民融合，该司令
部还考虑打造企业化的工作环境和
文化。美国陆军副部长瑞安·麦卡
锡曾表示，未来司令部要成为一个
能让民间人士乐于同军方展开合作
的场所，双方的合作关系应超越“一
手交钱、一手交货”
。
据悉，美国陆军最初选择了 15
座城市作为未来司令部落地的候选
地。据美国媒体 10 日报道，从这份
初选名单中脱颖而出的有北卡罗来
纳州罗利、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得克
萨斯州奥斯汀、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和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5 座城市。
就这些候选地而言，罗利入选
并不意外，美国知名高科技研发产
业园研究三角公园城就毗邻该市，
其市内及周边地区还有多所知名高
校，区位优势明显；波士顿的吸引力
在于容纳了多所世界级名校，科研
底蕴雄厚；至于奥斯汀，该市人力资
源丰富，汇集了大量企业家、大学生
和预备役军人。
而费城的优势在于距离首都华

盛顿及多个军事基地不远、交通便
利、劳动力教育程度高且多元化；明
尼阿波利斯则因为在人才、商业、学
术创新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均衡性
受到陆军关注。
赛贝尔说，陆军评估团队上周
考察了罗利、波士顿和奥斯汀，将于
本周考察费城和明尼阿波利斯。尽
管时间紧，陆军仍打算在 6 月底之前
公布最终选择。
此外，在城市里设立司令部还
需考虑成本问题。陆军部长马克·
埃斯珀已表示，不打算为未来司令
部新建设施。这意味着美国陆军将
租用办公场所，预计花费至少数百
万美元，但具体金额取决于落地城
市的租金水平；安保成本方面，在市
区里运营未来司令部的成本也高于
在军事基地中的成本。
美国陆军高层希望，未来司令
部别太“招摇”。据了解，该司令部
将由一名四星上将挂帅，不过人员
规模不会太大，军人和文职人员一
共约 500 人。
未来司令部预计今夏“开张”，
但具体时间要看所租办公场所需要
装修的程度。陆军消息人士透露，
夏末时，未来司令部将先在五角大
楼或位于华盛顿的某个联邦政府建
筑中开始运作。

G7 峰会开完了

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却
“跌至谷底”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继拒
绝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之
后，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连续就贸易问题抨击加拿
大总理特鲁多。西方媒体评论，在
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后，美
国与西方盟友关系
“跌至低谷”。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和西方盟友
关系面临考验，但双方的关系除经
贸外还有很多强有力的纽带和多种
协调机制，这种传统盟友关系远没
有到出现重大波折的时刻。
新闻事实
继拒绝签署加拿大七国集团峰
会达成的联合公报后，特朗普 11 日
就贸易问题连发 5 条推特。他抨击
特鲁多说，如果不是互惠的，公平贸
易就是“愚蠢贸易”。 这一说法
延续了美国白宫官员近两日对加方
和七国集团峰会的抨击态势。美国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都
言辞激烈地批评特鲁多。
9 日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
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以“威
胁国家安全”
为由加征关税的做法是
一种“侮辱”，加方将从 7 月 1 日起对
一系列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提前离开峰会的特朗普指责说，
特鲁多在他离开后才召开新闻发布
会，
“非常不诚实”，他已指示美方不
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
并威胁
将考虑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
德国总理默克尔 6 日在德国联

邦议院表示，围绕一些多边协议，德
国和美国等国存在“严重问题”，因
此在即将于加拿大召开的七国集团
峰会期间将出现激烈交锋。
（新华
社/法新）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媒
体采访时说，特朗普拒不支持七国
集团峰会联合公报的消息“让人难
过”。她表示，欧盟将对美国的贸易
举措采取措施。
特朗普与加拿大等盟国领导人
的冲突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法国《世界报》说，美国与伙伴的裂
痕越来越明显。英国《金融时报》评
论说，美国和盟友的关系“跌至低
谷”。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上任以
来，美国的西方盟友对其在贸易等
问题上的“美国优先”政策越来越失
望，双方关系的确出现了较大裂痕，
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并非只有经贸
一环，双方的传统盟友关系远没有
到出现重大波折的时刻。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
系室主任赵晨认为，本次七国集团
峰会暴露出美国与西方盟友之间在
各种国际议题上的分歧，形成一种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会议中，领导人
会面越频繁、分歧越集中、矛盾越激
烈的现象。
他认为，欧洲等传统盟友与美
国在经贸问题上向来就有竞争的一
面。当前，双方在经贸上的矛盾性
大于合作性，呈现“斗而有隙”的现

状，并且缝隙越发宽。但欧洲对美
国最主要的依赖在于安全，非常倚
靠美国主导的北约来提供保障。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
主任樊吉社认为，美国不愿再担任
所谓的“领军人物”，必然冲击与西
方盟友的传统关系，但由于美国和
西方盟友拥有强有力的纽带，加上
有多种协调机制在起作用，双方的
盟友关系不会在短期内完结。
第一评论
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谓不欢而
散，令这一组织的未来前景黯淡。
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已先后退出
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伊朗
核问题协议，招致盟友强烈不满，现
在又对盟友加征钢铝关税，令美国
的处境越发孤立。
对这些美国传统盟友的考验
是，如何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在众多
国际问题上咄咄逼人的“美国优先”
政策，抵制保护主义，继续推进全球
化进程。
背景链接
本月 8 日至 9 日，一年一度的七
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
七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
1997 年因俄罗斯加入而变为八国集
团。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原七
国集团成员拒绝以八国集团形式举
行会议，
并重新举办七国集团峰会。
美国 6 月 1 日起对欧盟、加拿大
和墨西哥钢铝加征关税，此举激怒
了上述国家并引起强烈反击。

6 月 11 日，纽约世贸中心三号楼举行启用仪式。
世贸中心三号楼高 1079 英尺（约 329 米），是纽约市的
第五高楼。图为嘉宾在世贸中心三号楼启用仪式上剪
彩。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意大利新政府

拒绝难民救援船登陆
新华社罗马 6 月 11 日电 继 10 日拒绝一艘难民救
援船靠岸后，意大利新政府 11 日仍拒绝这艘难民救援
船登陆。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这艘救援船载有 629 名难民，
10 日被意大利内政部拒绝进入意南部所有港口。在海
上停留 36 小时后，西班牙出于对船上人员安全的考
虑，
同意该船在其东部港口巴伦西亚暂时停靠。
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执政的意大利新政府 6 月
1 日宣誓就职，两党均在难民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他
们曾表示停止接纳外来移民和难民。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4 年以来已有超过 60 万难民
登陆意大利。2016 年“巴尔干通道”关闭后，非政府组
织把在地中海中部海域搜救的海上难民带到意大利港
口登陆已成为默认的流程。

美劫持人质事件

致 4 名儿童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1 日电（记者 刘阳）美国南部
佛罗里达州 10 日发生一起劫持人质事件。警方 11 日
确认，
犯罪嫌疑人与 4 名被劫持儿童全部死亡。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警察局长约翰·米纳说，
当地警
方10日晚接到一名女子报警，
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
持枪男子和4名被劫持儿童同处在一处公寓内。警方在
试图营救时同嫌疑人发生枪战，
导致一名警察重伤。
随后，警方与嫌疑人对峙近 24 小时，在屡次要求
嫌疑人放弃抵抗遭拒后于 11 日晚进入公寓，发现所有
儿童已经死亡，
嫌疑人也已自杀身亡。
据媒体报道，其中 2 名儿童是枪手子女，另外 2 名
是报警女子的子女。
警方透露，嫌疑人为一名 35 岁白人男子，此前被
法院判处犯纵火等罪，
目前正处于缓刑期。

伏尔加河上两船相撞

至少 9 人遇难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6 月 12 日电（记者 吴刚）
据塔斯社 12 日报道，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境内伏尔加
河水域 11 日晚间发生一起撞船事故，
至少 9 人遇难。
塔斯社援引伏尔加格勒州政府的消息报道说，11
日晚，在伏尔加格勒市伏罗希洛夫区伏尔加河水域，一
艘双体客船与一艘货船相撞。事发时客船上搭载 16
人，
全部为俄罗斯籍。
报道说，碰撞致客船上全部人员落水，救援部门成
功救起 5 人，确定已有 9 人遇难。目前，由 12 艘救援船
组成的救援队正在对失踪人员进行搜救。
伏尔加格勒州侦查总局已对此次事故进行刑事立
案，
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