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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短波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月11日

至16日对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

宾进行正式访问，与各国就团结协作应对

疫情、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等达

成广泛共识。与此同时，中国研发的新冠

疫苗开始在东盟国家投入使用，为东盟国

家战胜疫情、复苏经济提供助力。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

际，双方正携手致力于战胜疫情、推动地

区经济复苏。而立之年，中国和东盟的

关系进一步得到升华，双方共建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的意愿更加强烈，步伐更

加稳健有力。

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友

好关系源远流长。去年，在中国抗疫的

关键时刻，东盟国家及时给予中方宝贵

支持和无私援助。中国在国内疫情趋于

稳定后，又向东盟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

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分享抗疫经验，并

及时开通双方人员和物资往来的“快捷

通道”与“绿色通道”。面对疫情，中国和

东盟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用实际行

动彰显了患难见真情。

眼下，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

盟国家单日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疫苗

被视为其战胜疫情、促进经济复苏的重

要手段。印尼近日正式开始大规模为民

众接种中国疫苗，总统佐科成为首位接

种者；中方决定向菲方先无偿援助一批

疫苗，并将指导企业同菲方尽快推进疫

苗采购合作；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已决

定向中国购买新冠疫苗。一些东盟国家

专家学者指出，中国新冠疫苗采用成熟

技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疫苗储存和运

输体系，有助于实现广泛接种；中国企业

与印尼、马来西亚制药企业开展生产合

作，有助于提升当地疫苗生产能力，是对

地区抗疫合作的有力支持。

疫情对地区经济造成冲击，中国和东

盟率先推动复工复产合作，共同维护地区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维护和促进多

边合作及自由贸易，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带动整个地区成为全球抗

疫的示范区、经济复苏的领头羊。

中国-东盟合作自启动以来，始终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站立潮头，已成为

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地区合作样板。过

去一年，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

双方第一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共同

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为全球经济增添亮色。新的一年，

双方正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

年为契机，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定

位升级，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

关系，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尽快生效，让全球最大自贸区释放更

多红利。

回顾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

每一次全球或地区性危机发生后，双方

关系都更加紧密，合作势头都更加强

劲。双方自疫情发生以来同舟共济、团

结协作，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相信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和东盟一定能够彻

底战胜疫情，全面实现经济复苏。一个

更加成熟自信的中国-东盟关系必将造

福地区人民，促进全球繁荣与稳定。

（新华社吉隆坡1月17日电 记者
林昊）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新华社基多1月16日电 （记者郝

云甫）厄瓜多尔陆军司令部 16日在厄首
都基多举行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 15批援厄军医专家组的 4名成员
“武装力量之星”荣誉勋章。

授勋仪式在厄陆军战争学院隆重举
行，以表彰中国援厄军医专家组的4名成
员廖俊宁、周彬、张辉和刘欢在厄工作期间
为巩固两国、两军友谊，以及为提高厄医疗
水平和培训厄医务人员作出的重要贡献。

厄陆军司令布尼亚伊对中国军医专
家组在厄工作期间的杰出表现给予高度
评价。他说，中国专家在厄工作期间，正
值当地抗击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他们
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彰显

出非凡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为增进
厄中两国、两军的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专家组组长廖俊宁在授勋仪式上
说，中国专家组成员见证了厄瓜多尔人
民和军队英勇抗疫的过程。中国医疗队
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参与抗疫。中国专
家组还举办了网络视频讲座，向当地同
行介绍中医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方法。

厄瓜多尔陆军参谋长纳瓦斯等厄军
方高级将领以及中国驻厄大使馆国防武
官屠法超等出席授勋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5 批援厄军医
专家组将于 2月 1日结束为期 14个月的
援外任务回国。

中国军医荣获厄瓜多尔
“武装力量之星”荣誉勋章

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日
前通过视频连线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期待新冠疫情过后，这场危机能够促
使全球更好地树立团结合作的意识。

各国议会联盟成立于1889年，是历史
最长、影响最大的国际议会组织之一，总部
设在瑞士日内瓦。作为各国议会联盟秘书
长，琼贡多次盛赞中国领导人2017年 1月
18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
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演讲，表示他
非常高兴当时能够现场聆听中国领导人讲
话，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多边
主义和国际合作的认可和鼓舞，其重要性
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明。

琼贡表示，这次疫情表明，病毒等人
类面临的挑战没有国界。面对疫情，国
际社会应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解决这一

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自己能够解
决的。同时，为了更好应对新冠疫情这
样的全球性重大危机，各国应该秉持多
边主义，同时通过改革使得多边国际机
构更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他说：“这次疫情告诉我们，各国携
手应对挑战是多么重要，今天的世界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多边主义。目
前的多边机制并不完美，我们要做的是

确保包括各国议会联盟在内的多边国际
机构通过改革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
挑战甚至抛弃多边主义。”

琼贡还对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
得的重大成就表示祝贺。他说，中国的
实践表明，只要有坚定的政治意愿就有
可能取得重大成功。对于如何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他认为
各国领导人必须做出坚定的政治承诺。

展望未来，琼贡表示，由于目前国际
社会不得不重新确定优先事项，把重点放
在防控疫情方面，所以对促进可持续发展
其他方面的投入略显不足。对此，各国议
会联盟希望帮助各国议会在应对新冠疫
情的同时，不要忽视气候变化、消除贫困
以及其他紧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新华社日内瓦1月17日电 记者

聂晓阳、玛蒂娜·福斯）

期待疫情促使全球更好树立团结合作意识
—访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

新闻分析

据新华社莫斯科 1月 16日电

（记者鲁金博）据塔斯社 16日报道，俄
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说，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保持对俄敌
对政策，预计俄美关系未来几年可能
极度冰冷。

塔斯社当天发表了对梅德韦杰夫
的采访。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准备
与美国在两国关系方面展开修复合
作，但美方并不一定有相似意愿。他
说，近年来，无论谁主政白宫，两国关
系都在下降，美国新一届政府有可能
奉行一贯的反俄政策。

俄美关系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
态，两国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军控
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俄方表示俄美关系

未来几年可能极度冰冷

据新华社喀土穆 1月 17日电

（记者马意翀）据苏丹通讯社 17日报
道，苏丹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地
区 16日以来持续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目前已造成至少48人死亡、97人受伤。

报道援引西达尔富尔州医生委员
会的话说，自 16日清晨以来，冲突仍
在持续。该委员会呼吁政府向当地医
疗机构提供运输车辆，以方便对伤者
进行救护。

暴力冲突发生后，西达尔富尔州
当局宣布从 16日起实行宵禁，并决定
派武装部队前往冲突区域恢复秩序。
同时，苏丹部长委员会宣布紧急派遣
由军方、安全和司法等部门组成的高
级别代表团前往朱奈纳解决冲突。

苏丹西达尔富尔州发生

暴力冲突至少48人死亡

据新华社德黑兰 1月 16日电

（记者夏晨）伊朗外交部 16日要求美
国停止对伊朗驻联合国、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工作人
员采取非法行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援
引伊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的话
说，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在美国的伊
朗驻国际组织外交和工作人员及其家
属采取非法限制措施，阻碍其履行职
责。美国应停止对伊朗驻联合国、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交和
工作人员采取非法行动。此外，伊朗
官员还对美国日前公布的一系列最新
对伊制裁措施作出回应。

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其

外交人员的非法行动

1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西苏拉威西省首府马穆朱，警察带着搜救犬进行搜

救工作。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日说，印尼西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6.2级地

震已致56人死亡，联合救援队正紧张展开救援工作。 新华社发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
盟）16日举行选举，59岁的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州（北威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当
选党主席。

分析人士指出，拉舍特是基民盟前
主席、现任总理默克尔的忠实支持者，他
胜选的关键之一在于打好“信任牌”。如
果他在今年 9月联邦议院选举过后出任
总理，可能会延续默克尔的政策走向，带
领德国平稳过渡到“后默克尔时代”。

主打“信任牌”

本次基民盟党主席选举共有三位候
选人，分别是拉舍特、前联盟党议会党团
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和联邦议院外事委
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分析人士认
为，拉舍特能够当选，胜在打好“信任牌”。

拉舍特从不特立独行，履历中并无
特别亮眼之处。但他性格坚韧，尤其注
重强调自己“值得信任”，这帮助他在此
次选举中获得政界高层的普遍支持，成
为获胜关键。

16日，三名候选人均在投票前发表
演讲，拉舍特拿出自己的“幸运符”——
父亲的工牌。他父亲曾是一名矿工，每
天在地下 1000 米的矿井里工作。拉舍
特说：“父亲告诉我，当你在井下时，你的
同事来自哪里、信仰什么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大家要相互信赖……我可能不是一
个有完美表现的人，但我是阿明·拉舍

特，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
拉舍特的优势还在于丰富的从政经

验。他先后担任过联邦议院议员、欧洲议
会议员、北威州政府部长、基民盟北威州
委员会主席和基民盟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等职务。在 2017年北威州选举中，拉舍
特出人意料地带领基民盟战胜了在该州
拥有强大根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也由
此成为这个人口和工业大州的州长。

相比之下，默茨于 2009 年弃政从
商，在默克尔宣布将退休后，他才回归政
界。勒特根虽曾担任过德国环境部长，
但 2012 年领导基民盟角逐北威州议会
选举遭遇惨败，因此受到默克尔批评，随
后被免去环境部长职务。

稳妥选择

德国媒体认为，拉舍特当选党主席
意味着基民盟选择了“稳妥”。

拉舍特为人低调，德媒对他的评价
是“秉持中庸之道”。他是默克尔的盟
友，一直忠实执行默克尔的政策。相比
之下，默茨当年曾与默克尔意见不合，被
认为是党内保守派的代表，尤其在经济
政策上希望减少政府干预，反对德国现
行的欧洲政策。而勒特根则以年轻和改
革形象示人，在立场上更倾向于偏左。

今年 9月，德国将举行联邦议院选
举，默克尔将不再竞选总理，这意味着德
国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按照基民盟
的传统，党主席往往是党的总理候选人。
按照目前趋势，基民盟有望在下届选举中
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这意味着拉舍特
很可能接替默克尔，成为新总理。

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面临大变局
之际，德国将迎来 16年来首次领导人权
力交接。基民盟选择拉舍特，可能预示
着德国在“后默克尔时代”将延续当前政
策方向，继续走理性的中间道路。

拉舍特也表示，他将坚持走中间路
线，推动社会融合，反对两极化。他认为
党主席不是首席执行官，而是能将大家
团结在一起的队长。

拉舍特此前也曾说过，他认为与默克
尔的政策切割是愚蠢的行为。有媒体评
论，拉舍特的当选其实是默克尔的胜利。

政策倾向

在国内问题上，拉舍特主张促进移民
融入德国社会，推进数字化进程，增加妇
女在社会各界领导层中的比例，以及削弱
右翼势力在原东德地区的影响力等。他
曾警告称，过度的气候保护措施会损害德
国工业，并呼吁改革能源体系，为工业部
门提供更廉价的电力。有观察家认为，来
自工业大州的拉舍特，未来在应对外部竞
争时可能会强化对德国本土产业的保护。

在外交政策方面，北威州与比利时、
荷兰等国相邻，作为州长的拉舍特与这
些国家联系非常密切。他将继续倡导欧
洲各国加强合作。拉舍特本人是致力于
德美合作的“大西洋之桥”协会会员，他
期待与美国新政府合作，修复在特朗普
政府时期受损的德美关系。此外，拉舍
特未来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在气候变
化和贸易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
（新华社柏林1月16日电 记者任

珂、张远）

基民盟新主席将如何影响德国政坛

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针对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规范落实诊疗程序。近日，分队多项防控与诊疗建议

被联南苏团采纳，并在任务区各分队中推广。图为分队医护人员正在诊治一名来自孟加拉国维和步兵营的患病士兵。

张 福摄

连日来，根据第41届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首脑会议成

果，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向卡塔尔重

新开放了陆海空口岸，结束了对其3年

多的全面封锁。不久前举行的此次首

脑会议宣布，沙特、巴林、阿联酋、埃及

4国同卡塔尔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持

续数年的海合会“断交危机”得以化解。

2017年6月，以沙特为首的多个

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卡塔尔“支持恐怖

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

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

自那以来，海合会内部分裂持续加剧，

给海湾阿拉伯国家相互间合作及地区

和平带来明显伤害，成为影响中东局

势的重要因素。

综合各种考量，沙特等国与卡塔

尔的和好其实也是水到渠成。

3年多来，沙特虽多方面对卡塔尔

施压，但卡塔尔不仅挺过了最艰难的时

刻，还因纾困需要迅速拉近与伊朗和土

耳其的关系，严重削弱了沙特的地区影

响力。同时，沙特对卡塔尔的强硬态

度，令阿曼、科威特这些同伊朗保持良

好关系的海合会成员既对卡塔尔充满

同情，又害怕沙特也会这样对自己下狠

手。更重要的是，美国新政府未来很可

能缓和同伊朗的关系，重新加入伊核协

议，并寻求同土耳其重构北约框架内的

盟友关系。这自然让与伊朗、土耳其不

睦的沙特感到紧张。解决“断交危机”，

重塑海合会的团结，重振自身在该组织

的领导地位，可以增加沙特同美国新政

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卡塔尔角度来看，其虽然在“断

交危机”中顶住了沙特等国的打压与封

锁，但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受新

冠疫情和低油价双重影响，卡塔尔经济

2020年预计萎缩4.3%。重回海合会、与

沙特重开边境，有助于卡塔尔缓解外部

压力，促进经济恢复，并且更加名正言

顺地发展同以色列的关系。

“断交危机”虽然得到化解，但地

区国家通向全面和解的道路仍很漫

长，地区局势未来走向亦有待观察。

尽管卡塔尔同沙特等国关系得到

显著缓和，但海合会各国的地缘安全

观及对外政策仍存在明显鸿沟，其中

对伊朗的态度分歧尤为突出。卡塔

尔、阿曼、科威特与伊朗交好，沙特、阿

联酋、巴林则视伊朗为最主要外部威

胁，这一“阵营化”基本态势在短期内

无法改变。为了此次首脑会议的成

功，沙特等国并未重提要求卡塔尔撤

回驻伊朗外交人员、终止所有与伊朗

的军事合作等13点复交条件，但并不

意味着海合会内部的诸多矛盾会凭空

化解。此外，本届首脑会议虽可能拓

宽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关系正常

化的前景，客观上有助降低阿以矛盾、

促进地区总体和平，但巴勒斯坦独立

建国的前景更加渺茫，或将给地区稳

定埋下新的隐患。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等国与卡塔尔

复交，亦可被视作送给美国当选总统拜

登的“见面礼”。拜登上台后，美国同其

海湾阿拉伯盟友的关系可能不会像特

朗普时期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海

合会的团结有利于各国共同应对与美

国关系的变化，寻求让拜登政府作出某

种新的“战略再保证”，以确保本国安全

不会因美国地区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

伊朗政策的变化而受到威胁。

当然，海合会加强团结有助恢复地

区经济活力，推动地区治理。此次首脑

会议通过的《欧拉宣言》呼吁各国共同

努力，加快海湾一体化进程，尽早完成

海湾各国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建设，强

调各方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

“断交危机”的化解至少是一个好的开

头，有助海湾各国内部加强相互联系，

并有助外部发掘更多同海湾国家的合

作机会，助力海湾和中东的持久和平。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发展中国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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