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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瑞士达沃斯 1月 24日电

（记者聂晓阳、施建国）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 2019 年年会召开之际，第三届“一
带一路”达沃斯论坛 24日在此间举行。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沿线及有关国家互联互通合作，为更
多国家合作共赢提供良机。

主办方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
致辞中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领导
人面对世界大变局提出的中国方案，体
现了中国人理解世界的眼光和智慧，引
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这一论坛
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理解，扩大共识，更
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享经
济全球化成果。

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
心主任黄勇在会上介绍，在过去一年里，
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国家超过 60个。迄今为止，在这一倡议
框架下，中国已同 122个国家、29个国际
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执行秘书奥尔加·阿尔加耶罗瓦
在发言中说，感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对于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
出的贡献，这对沿线国家发展以及促进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非常重要。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弗
兰克·范龙佩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体现
了可持续发展的互利共赢原则，也是一
个分享各种宝贵经验的平台，其发展空
间非常大。

突尼斯地中海组织丝路委员会主席
穆罕默德·萨赫比·巴斯利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中的“路”，是通往繁荣和发展的

高速公路；而“带”，则有点像国家发展的
“安全带”，相信中国能够通过这一倡议
为沿线各国带来稳定、繁荣和安全。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
指出，中亚地区非常重视丝绸之路的概念，
希望这一地理位置能够带来发展和成功。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达雷
尔·雷京表示，马来西亚将会继续实施、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愿景及更多
项目。

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统筹部部长卢
胡特说，作为人口众多的群岛国家，印尼

对基础设施改善非常渴望。相信与中国
的合作会有巨大空间，能够帮助印尼解
决一些发展难题。

沙特阿拉伯投资总局局长易卜拉欣
表示，沙特希望能更加融入经济全球化
当中，也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国及有关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波兰前副总理格热戈日·科沃德科
表示，中国提出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解决方案之一，相
信这会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好方案。

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
耶夫在发言中说，过去几年里，他看到
“一带一路”倡议实实在在的成果。现在
全球面临单边主义及反全球化的危机，
而“一带一路”则提供一个让更多国家共
同参与、共同发展的良机。

波黑前总理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新的合作
模式，希望在现有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沿线城市间的联系。
“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 2017年 1月

创立，每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
间在瑞士举行。

“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代表点赞“一带一路”倡议

新华社万象 1月 25日电 （记者
章建华）为落实中国和老挝两国领导
人达成的重要共识，2019 年“中国 -
老挝旅游年”25 日 在老挝首都万象
开幕。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和老
挝新闻文化旅游部部长波显坎在开幕式
上宣读了两国领导人贺词。老挝人民革
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宋赛
致辞并宣布旅游年开幕。

开幕式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与老挝艺术家联袂
献演的文艺演出和旅游业界洽谈会为
主要内容。根据双方工作计划，2019年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老挝新闻文化旅

游部将签署合作文件，举办贯穿全年的
旅游推介、论坛、培训、文艺演出、美食
推介等交流与合作项目，还将为两国地
方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企业搭建对话
平台，推动双方共同设计旅游线路，打
造老挝旅游品牌，促进中老双向旅游人
数增长。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万象市委书记兼市长辛拉冯，老挝工业
与贸易部长、老中经贸合作委员会主席
开玛尼和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出席开
幕式。

2019年“中国-老挝旅游年”在老挝万象开幕

岁末年初,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突

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到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和国务卿蓬

佩奥接连到访中东，特朗普政府在中

东地区的一系列动作引发世界高度

关注。

特朗普上台以来坚持“美国优先”

原则，既希望在中东地区收缩力量、减

少投入，又担心丧失主导地位与现实

利益，充满不确定性的中东政策加剧

了地区形势的动荡，也对美国的国际

地位与外交信誉造成损害。此次围绕

从叙撤军的争议凸显出当前美国中东

政策的矛盾与困境。

总体来看，当前美国在中东战略

收缩的趋势不会改变，但也不会真正

离开中东。一方面，美国以遏制伊朗

为核心目标，在减少投入的同时要努

力保持地区战略平衡，维系美国的领

导地位，因此向盟友承诺不会离开中

东，不断展示遏制伊朗的决心。蓬佩

奥在开罗的演讲中强调，在反恐斗争

结束前，美国不会从中东退出，并将矛

头再次对准伊朗。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希望从不

必要的地区冲突中尽快抽身，实现可

持续的战略收缩，并通过有限的军事

介入，推动阿拉伯盟友、以色列和土耳

其发挥更大作用，从而维护美国在中

东的领导地位。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从之前的

有限介入到现在的全面撤军，鲜明地

反映出其战略收缩趋势。特朗普不再

将之视为战略重点，对叙利亚国内形

势与战后安排表现出置身事外的架

势，希望通过利益置换等方式尽快使

土耳其和以色列承担起更大责任。特

朗普虽然已经改口说从来没有设置撤

军时间表，但也特别强调不想让美军

在叙利亚“永久滞留”，这表明最终撤

军才是特朗普的真实想法。

由于中东地区格局变化剧烈，各

方关系错综复杂，加之受到特朗普的

政策选择与执政风格的影响，当前美

国的中东战略面临重重阻碍。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既希望撤

军后由土耳其和以色列承担起主要

责任，又想保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这让将库尔德武装视为心腹大患的

土耳其强烈不满。博尔顿在访问土

耳其期间没有见到总统埃尔多安，说

明美土之间分歧很大，美国的政策协

调并不成功。

在海湾地区，卡塔尔断交危机长

期得不到解决，反映出阿拉伯国家

之间矛盾重重，海合会内部难以实

现力量整合；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

态度以及与伊朗的关系存在明显差

异，这使得美国推动组建“阿拉伯版

北 约 ”以 遏 制 伊 朗 的 计 划 难 以 实

现。而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

以色列虽然同为美国盟友，但相互

之间存在不少矛盾。土耳其和大多

数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中东利益

并不完全一致，也不愿意与伊朗以

及俄罗斯全面对抗。

因此，在美国继续实行战略收缩，

缺乏足够的介入意愿和有效投入的情

况下，其希望依靠地区盟友实现战略

目标的策略注定难以奏效，反而可能

会让中东陷入更大冲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副研究员）

去年底，美国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今年以

来，面对国内外对撤军问题的诸多争议，美国政府的政策出现摇摆和反复——

撤军易，整合力量难
■邹志强

精美的剪纸和糖画展示、高难度的

杂技表演、别具一格的中国舞剧和民族

器乐演奏……在2019年中国农历新年

到来之际，“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连日来

先后在多个国家举行，丰富多彩的演出

和现场演示生动展现了中国春节文化，

让当地民众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味。

2019“欢乐春节”系列活动24日

晚在德国首都柏林拉开序幕（上图）。

在柏林波茨坦广场购物中心，来自湖

北艺术团的演员们为当地民众献上了

杂技、民歌演唱、由琵琶伴奏的扇子舞

等精彩演出。购物中心上下两层站满

了观众，高难度的杂技博得阵阵喝彩。

在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来自北

京舞蹈学院的师生24日晚给当地民

众带来中国舞剧《国风》。取材自中国

《诗经》的这部舞剧以爱情诗篇为主

线，共分5个部分。卢布林市副市长

斯泰帕纽克称赞演出“太棒了”，令她

感到震撼。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24日举办

中国春节音乐会，甘肃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上演大型民族交响乐《陇上行》，

为保加利亚观众献上一场充满中国西

域风情的音乐盛宴。

当天的演出是全球“欢乐春节”系

列演出的一部分。演出分为序曲《欢

庆》、上篇《飞天情韵》、中篇《多彩甘

肃》和下篇《丝绸之路》，通过中西融合

的演奏形式，表现丝绸之路的古典情

韵和时代风貌，展现中国的文化理念

和文化自信。

图文均据新华社

“欢乐春节”展示传统文化

多国民众感受中国年味

新华社达喀尔1月25日电 （记者
邢建桥）巴马科消息：联合国马里多层面
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稳定团）25日发
布公报说，马里稳定团一支后勤车队当
天在马里中部触雷，造成两名维和士兵
死亡、多人受伤。

公报说，当天早上，这支后勤车队的
一辆车在马里中部莫普提区的城镇顿察
触雷，造成两名维和士兵死亡，另有多人
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斯里兰卡军方当天发布公告确认，
遇袭的是该国在马里的维和部队。

2012 年 3 月，马里发生军事政变。
安理会 2013年 4月通过决议，决定设立
马里稳定团。2015年 5月 15日，马里政
府与北部地区部分武装组织签署《和平
与和解协议》。同年 6月 20日，各方完成
协议最终签署。然而，马里北部地区近
年来一直冲突不断，马里中部近期也呈
现出暴力冲突、恐怖袭击增多的趋势。

1月 20日，马里稳定团在马里东北
部遭遇袭击，造成 10名乍得籍维和士兵
死亡、至少 25人受伤。“基地”组织在马
里的分支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马里触雷致两名维和士兵死亡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月24日

电 （记者徐烨、王瑛）委内瑞拉总
统马杜罗 24 日在电视讲话中宣布
即日起关闭委内瑞拉驻美国所有使
领馆，并撤回所有在美外交人员。
委内瑞拉军方和最高法院当天对马
杜罗表示支持。

马杜罗 23 日指责美国公开策
动委国内政变并且承认委议会主席
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宣布正式与
美国断交，要求美国所有驻委使馆
人员在72小时内撤离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党人
士瓜伊多 23 日在一场反对党支持
者集会活动中自封为“临时总统”，
要求重新举行总统大选，完成政府
权力过渡。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24日宣布，
仅承认马杜罗为符合宪法的总统，
认为瓜伊多自封为“临时总统”是
“虚构权力”行为，完全不符合宪法。

委国防部长洛佩斯也在同日表
示，委内瑞拉军队仅承认马杜罗为
军队最高指挥官，拒绝美国干预委
国内形势以及瓜伊多企图建立“平
行政府”的非法企图。他承诺，委内
瑞拉军队将始终维护国内和平，挫
败一切政变计划及打击一切暴力和
恐怖主义行为。

委关闭驻美使领馆
军方和最高法院力挺马杜罗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执行秘书奥尔加·阿尔加耶罗瓦说，感谢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所做出的贡献，这对沿线国家发展以及促
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非常重要

这是 1月 23日在俄

罗斯莫斯科郊外拍摄的

9M729型巡航导弹发射

车、导弹发射筒等装备。

当天，俄国防部在莫斯科

附近的库宾卡市向各国驻

俄 武 官 和 媒 体 展 示 了

9M729型导弹，这种导弹

是当前俄美有关《中导条

约》谈判中的一个关键。

美国指责俄罗斯此型导弹

违反了该条约中所规定的

射程，并表示如果俄罗斯

不销毁此型导弹，美将于

2月 2日开启退约进程。

俄罗斯方面则多次反驳称

该型导弹并不违反条约。

新华社发

俄罗斯展示
9M729型巡航导弹

这是1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山。美国国会参议院24日未

能通过旨在结束政府关门的两项提案。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已进入第34天，角

力各方分歧依然严重，尚未看到打破僵局的清晰路径。 新华社发

本报吉布提1月25日电 苏治宏、

檀龙龙报道：当地时间 24日，我驻吉布
提保障基地向当地 PK13小学捐赠了一
批教学器材。

据介绍，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主
要向吉方学校捐赠了 600 余件教学器
材，这批物资能够有效改善学校的教
学条件。吉国民教育部长马哈穆德表
示：“吉布提教育资源比较匮乏，中方

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了无私
帮助，这份珍贵的情意将进一步推动
两国关系发展，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增
光添彩。”

据了解，除向PK13小学捐赠教学器
材外，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还将与吉方
建立常态化教育援助机制，定期定点向
当地学校提供物资援助，为改善当地办
学条件贡献力量。

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向当地学校捐赠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