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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欧洲政局依然迷雾重
重。英国“脱欧”尚存变数，法国“黄马
甲”运动仍在蔓延发酵，德国总理默克
尔宣布不参加下届大选……欧洲一体
化面临着英国“脱欧”、法德领导力不
足、成员国利益分化、民粹主义不断抬
头、美欧裂痕加深等诸多挑战。

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团结统一无
疑是欧洲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筹码，一
个分裂的欧洲很难在大国博弈中占到上
风。展望2019年，在“寒潮来袭”之下欧
洲局势会有何变化，如何在重重危机中
推进一体化进程，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英法德“三驾马车”

各出“故障”

英法德本是推进欧洲一体化的“三
驾马车”，而如今，英国“脱欧”前景扑
朔迷离，法德内政不稳，欧洲一体化进
程面临着严峻考验。

本月中旬，英国议会将就“脱欧”协
议举行投票，3月 29日英国或将正式离
开欧盟。“目前，英国‘脱欧’路线图未
定，给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增加了极大的
不确定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
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晨说，英国
“脱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欧盟预算会因英国退出而减少，防
务力量会有所损失，欧盟对于欧洲的代
表性也会降低许多。

在法国，民众因不满马克龙上涨
燃油费等改革举措而发起的“黄马甲”
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持续性的骚乱，并
已在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开来。面对这
场巴黎 50年来最大的骚乱，马克龙不
得不作出改善社会保障、减轻税负的
承诺和让步。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
主任赵怀普指出，“黄马甲”运动冲击
了马克龙的执政基础，可能会影响马
克龙的施政风格，使其放缓国内改革
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节奏，更多关注
国内民生问题。

在德国，去年各党派之间围绕组阁
谈判的博弈，以及基民盟内部针对德国
难民问题的斗争，导致基民盟在一连串
地方选举中失利。德国总理默克尔辞
去基民盟主席之职并宣布不再参加下

届大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表示，在德国内政不稳
的情况下，很难说默克尔会对欧洲一体
化进程投入多少资源。而且，卡伦鲍尔
成为基民盟主席后，德国政局如何运转
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崔洪建说，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取
决于大国驱动，面对国内较多的问题，
今年法德可能会首先追求内部稳定，在
欧元区改革、欧洲防务一体化等方面放
慢步伐，这也意味着欧洲内部合作很可
能面临更多动力不足的问题。

民粹主义加剧各国

利益分化

欧洲一体化每向前推进一步，都需
要相关国家超越分歧达成共识。近年
来，不断发酵的民粹主义加剧了欧洲各
国利益分化，“向内看”成为各国政策选
择上的重要倾向，从而增加了达成共识
的难度。

崔洪建介绍说，近年来，欧洲各国
难以达成共识一方面是受民粹主义抬
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欧洲一体化发
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问题。在
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需要

成员国在一些领域进一步让渡主权，而
越接近主权核心部分，反向的抵抗就越
强烈。

去年，欧洲多个民粹主义政党在选
举中“战绩颇丰”：意大利“北方联盟”和
“五星运动”联合组阁；极右翼政党在瑞
典、德国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选和民调中
捷报频传，在奥地利和芬兰参与联合政
府，在希腊、西班牙、法国、荷兰、丹麦等
国也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在赵晨看来，民粹主义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今年 5月
的欧洲议会选举将成为一个观察点。
赵晨介绍说，欧洲议会原有传统是中左
党派和中右党派的大联合，但目前的趋
势是传统建制派政党在衰落，民粹主义
政党在兴起。左翼民粹主义倾向仇富，
右翼民粹主义主张排外，这两种思潮都
在蔓延。今年欧洲议会选举可能会出
现民粹主义政党与建制派政党相互对
垒的局面。

崔洪建指出，如果今年欧洲议会选
举中民粹主义政党继续壮大，那么其在
欧洲范围内就会形成一种难以忽视的
势力。反过来，如果其得票持平或者下
降，大致就可以判断欧洲社会已基本完
成了对民粹主义的“消化”。

面对欧盟成员国发展速度不一、利

益分歧严重的情况，欧盟已提出“多速
欧洲”的设想，即各成员国采取不同的
速度，朝同一方向迈进。崔洪建表示，
接下来欧洲的一体化，一方面要通过大
国进一步推动，另一方面更多要靠形成
小集团方式来向前推进，努力形成多数
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维护欧洲
一体化。
“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达成绝对一致

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赵怀普举例说，目
前，欧洲议会已表态支持建立欧盟安全
理事会，拟采取简单多数表决机制以简
化决策程序，这个提议有望在今年 5月
的欧盟峰会上讨论。这在欧洲一体化
进程中，或许将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转折点。

美欧裂痕制约一体

化进程

特朗普上台后接连置盟友利益
于不顾，退出《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宣布退出《中导条约》、
发动贸易战、点名欧洲北约成员国提
高军费……这种“美国优先”的政策
拉大了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距离，加
深了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默
克尔曾公开表示，“欧洲人必须将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马克龙也高调
宣布欧洲要建立真正的“欧洲联军”，
因为“欧洲的防卫已经无法再依赖于
美国”。

赵晨说，当前美欧裂痕是冷战结
束以来最深的，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
在于特朗普。特朗普代表了一种民粹
主义的思潮，他反对欧洲的多边主义、
全球治理等理念，希望欧洲出现更多
和他相似的领导人。赵晨分析说，美
欧渐行渐远既可以刺激欧洲更加团
结，也可能使欧洲内部的政治力量更
加倾向于民粹化。
“欧洲短期内摆脱不了对美国和北

约的依赖，这种不对称的依赖是美国对
欧洲施压的筹码。”赵怀普说，2019年，
欧美关系紧张的局面还会存在，欧洲国
家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能否将博弈
的压力转化为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动力，
将直接影响欧洲未来的发展。

“寒潮来袭”，欧洲一体化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冯 莹

“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
要力量。”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说。

9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军队专家与媒体互动交流活动，邀请何
雷和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介绍中国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情况，回答中外
媒体记者提问。

中美应管控分歧消

除战略误判

中美关系是这次活动中备受关注的
热点话题。
“中美两国关系总体向前发展，但

是，去年以来，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南
海问题、台海问题出现了一些分歧，中美
两军关系也受到了影响。”何雷说，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重视和珍惜中美关
系，希望通过相互交流和友好协商，有效
管控分歧、解决问题。

何雷表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
仅可以造福两国人民，也将有力促进亚
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战略

误判。”张军社说，“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威
胁、认为中国发展是挑战美国国际地位，
这个判断是极其错误的。”

张军社说，中美双方要加强战略沟
通，增进战略互信。作为两国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军关系健康发展，可
以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

南海“航行自由”是

个伪命题

在谈到南海问题时，张军社表示，所
谓“航行自由”，其实是个伪命题。他说，
每年有 10万艘各类船只通过南海，从来
没有一艘船只的航行受到影响。

张军社说，中国坚决维护各国依国
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已经会同
多个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以保证南海航
道的航行安全。
“部分国家放着宽阔的国际航道不

走，一定要绕道中国领海附近，甚至非法
进入中国南沙、西沙岛礁 12海里以内海
域。”何雷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打着
‘自由’的幌子炫耀武力，与南海地区趋
稳态势背道而驰，与地区国家寻求稳定
的愿望背道而驰。”

专家们表示，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贸
易国和最大的南海沿岸国，中国比任何
国家都重视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希
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地区和平的事。

正确看待中国军队

发展

海外基地建设、南海岛礁建设、航母
发展等话题，同样备受媒体关注。

何雷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
提保障基地的建设使用，是为了更好履
行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开展
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至于南海岛

礁建设，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益，而且主
要是民用设施建设，建成以来为国际航
行提供了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张军社说，各国应正确看待中国军
队正常发展建设，不应过度解读。无论
是海外基地建设还是航母建设，在世界
上都早有先例。
“中国军队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这一点始终未
变。”张军社说，“随着中国军队的发展，
它必将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
安全产品。”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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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缅甸良乌1月9日电 （记
者庄北宁）中缅两国人士 8日在位于曼
德勒省良乌地区的文化古迹胜地蒲甘共
同纪念周恩来总理访问蒲甘58周年。

周恩来总理生前 9 次访缅，其中
1961年 1月 8日访问蒲甘并为当地古迹
捐款。缅甸民众用这笔捐款在著名的瑞
喜宫佛塔旁修建了以周总理名字命名的
凉亭，供民众休息乘凉。

8日，细雨绵绵。中国驻缅甸大使
洪亮及夫人、缅甸宗教和文化部部长
昂哥、缅中友协主席盛温昂及曼德勒
省政府、良乌地区民众、良乌缅华等各
界代表聚集在周恩来凉亭，追忆周总

理为两国友好事业做出的贡献。同
时，中国大使馆向当地民众捐赠食物、
药品等物资。

洪亮在致辞中说，周恩来凉亭是中
缅友好的载体，也是中缅友好的象征，更
是两国一代又一代后人发展中缅友好合
作的力量源泉，希望中缅胞波友谊世代
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昂哥说，在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的
努力下，缅中缔造了坚固的友谊。盛温
昂说，要坚决发扬两国友好传统。现在
世界上很多国家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
一路”建设中，我很高兴看到缅甸政府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

缅甸纪念周恩来总理访问蒲甘58周年

据新华社巴黎1月8日电 （记者
张曼、陈益宸）“变革与梦想——中国改
革开放 40年”图片展 8日在位于巴黎第
八区的新华影廊开幕，通过 80幅照片展
示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以及中
法两国的深厚友谊。

此次展览的作品中，精选的 60幅照
片聚焦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百姓的生
活瞬间，展示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化，以及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20幅照片记录中法

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据主办方介绍，所有展出的照片都

来自新华社保存的珍贵历史图片，不仅
记录了香港回归、青藏铁路通车、汶川地
震、北京奥运会等历史时刻，也有恢复高
考后的第一批新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在上海理发店烫发的妇女、第一批到深
圳建设经济特区的青年工人、“和谐”号
动车上的乘务员等人物群像，鲜活生动
地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图片展在巴黎举行

新华社科伦坡1月8日电 （记者
唐璐、朱瑞卿）位于斯里兰卡中部、由中
国企业承建的卡卢河大坝（K坝）项目 8
日举行主体工程完工仪式，由中企资助
建设的安置库区居民的拉格勒镇揭幕仪
式也于同日举行。

当天上午，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为拉格勒镇石碑揭幕，宣布小镇正式落
成。随后，西里塞纳为 K坝项目主体工
程完工纪念碑揭幕，并对中国企业的付

出表示感谢。
承建K坝的中国电建项目部负责人

介绍说，K坝项目建设工期历时 50多个
月，建成后将为斯里兰卡最大规模的水
利枢纽工程莫勒格哈坎达水库（M坝）发
电项目调水以保证其发电能力，同时还
将提高斯里兰卡中部的农业灌溉能力。

据介绍，K坝项目是斯里兰卡重大
民生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并帮助斯方培养了专业建设人才。

中企承建斯里兰卡卡卢河大坝项目主体工程完工
本报贝鲁特1月8日电 刘伟、袁

家乐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
黎部队）2019年第一季度高级医疗官会
议 8日举行。中国第 17批赴黎维和医疗
分队中医应邀首次登台联黎军事医学交
流讲堂。

联黎高级医疗官会议由联黎医疗
处组织，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主要是
为了进一步明确联黎任务区范围内的
医疗机构部署设置、各出兵国医护人员

编制以及医疗接送程序要求等，同时就
如何快速有效开展伤病预防、医疗救
治、应急医疗救援等军事医学问题进行
研讨交流。

当天，来自法国、意大利、加纳、尼泊
尔等 10多个国家的高级医疗官以及军
事、民事医护人员参加交流活动。中方
人员结合实际操作，介绍中医在治疗一
些常见病、多发病等方面的功效，并对有
关中医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一一解答。

传统中医首次登台联黎军事医学交流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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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耶 路 撒 冷 1月 8日电

（记者陈文仙）为期 3天的中以文化贸易
促进系列活动 8日晚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帷幕。

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中以文
化创新项目路演暨商洽对接会、“中
国风格”文创展暨作品推介、“今日浦
东”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浦东开

发开放 28 周年摄影艺术展、“犹太难
民与上海”史料展和“东方美韵·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走进以色列课堂
等。

此外，众多包含中国元素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陶瓷、丝绸、刺绣、茶
艺等展品也在中国文化中心展出，吸引
了众多以色列民众的目光。

中以文化贸易促进活动在以色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