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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女性“禁酒令”
斯里兰卡总统不知情

美没兴趣建“无核化世界”了？
几年前，美国前任总统奥巴

马在布拉格勾画的“无核化世
界”梦想，曾引发全球热议。如
今，这一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
奖的构想，可能又将被他的继任
者一笔勾销。

美国核政策转向

日本共同社称，相关人士日
前透露了特朗普政府将修改美
国现行核战略的消息。根据已经
获悉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概要，
美国这份新的核政策中期方针，
与 2010 年奥巴马政府公布的上
一版相比，一大变化是可能降低
美国核武使用的门槛。新的《核
态势评估报告》将坚持洲际弹道
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
机为“核力量三大支柱”。同时，
基于对朝鲜核与导弹设施进行
打击等设想，将研发及部署搭载
至弹道导弹的爆炸威力较小的
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
报道中预测，新报告发布后，未
来 30 年，美国将在核力量上投
资1万亿美元。一些分析认为，这
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在数量和质
量上对美国核武库进行强化升
级。转变的不只是态度。2017年10
月底，美国战略司令部启动了

“环球雷霆”战略核力量年度军
演，测试美国核武装力量能否保
持安全、有效、完备的威慑力。

“核”“常”结合新战略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去奥

氏遗产”似乎已成为一个“习惯
性动作”。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核战
略的调整，是与奥巴马时期主
张的‘无核化世界’唱反调。相
比民主党的国际主义视角，特
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执政理
念上更偏保守，更加注重美国
本国利益。而特朗普本人作为
共和党内的反建制派，一些观
点又和共和党的传统理念不
完全一样。”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亚太所所长刘卿分析称，
因此，特朗普对使用核武器自
有一套标准，并对美国核政策
进行调整，也在预期之内。

不难看出，降低核武使用门
槛的想法与特朗普政府秉持的
安全理念一脉相承。上台后，特
朗普政府明显继承了里根政府
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衣钵，最
大程度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对

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对手
形成震慑。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过
去一年，美国军费开支大涨。
2017年底，特朗普签署了一项
总额近700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
案，以快速提升美国军力。据
悉，这是自阿富汗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以来，美国额度最高的
年度军费预算。

在使用核武器方面，特朗普
的行事逻辑同样不外乎如此。近
一年来，朝核危机发酵，美朝对
峙升温，这更让特朗普政府在担
忧朝鲜核能力提升的同时，坚定
地认为加强自身核力量势在必
行。此外，近年来美国越来越觉
得本国常规军备优势被部分削
弱，因此希望通过提高核武器使
用的可能性，“核”“常”结合，在
国家安全战略上也形成一种新
的政策平衡。

给全球带来不安

特朗普政府想以武力求平
衡，但目前看来，美国核政策的
转向将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不
安。“作为拥有全球最庞大核武
库的国家，美国核政策的调整，
将给现有国际核平衡态势带来
冲击，造成系统性的负面影响，
一些国家可能因此重新评估核
威胁问题，相应调整自身核政
策。”刘卿表示，美国如果降低核
武使用门槛，将强化其军事霸
权，给其他国家树立坏榜样。瑞
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发布的《 2017 年全球核力量发展
趋势》报告显示，虽然全球核武
器数量仍在持续减少，但核武器
拥有国都在对其核武库进行现
代化升级。其中，美国对其核武
库的现代化升级，无论是在力度
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超其他有
核国家。

分析认为，美国一方面大力
推进全球反导体系，一方面积极
发展新的“三位一体”核力量，这
必将迫使其他有核国家尤其是
核大国升级核武库，以维持全球
战略稳定性。

不论之后新的《核态势评估
报告》究竟将如何定调，如今可
以确定的是，特朗普政府选择的
方向离“无核化世界”相距甚远，
而这将使全球核不扩散进程蒙
上阴影。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朝韩会谈契合双方需要

日前，斯里兰卡政府高层
闹出不小的“乌龙事件”：该国
政府颁布的一道历史性政令被
总统亲自撤回，原因竟是后者
起初“并不知情”。斯里兰卡财
政部长萨马拉维拉近期宣布，
该国将取消针对女性的“禁酒
令”。不过没想到的是，斯里兰
卡总统西里塞纳 14 日表示，他
已下令财政部“收回成命”，称
后者之前发布的指令无效。西
里塞纳称，财政部的举措是他
从报纸上看到的。总统办公室
也对媒体表示，今后斯里兰卡
的酒水贩售等事宜将“维持原
样”，且未做出进一步解释。报
道称，西里塞纳的决定激起民
众的反对声浪，批评者认为，他
并未认真对待性别平等议题。

据《环球时报》

马克龙支持
法棍面包“申遗”

法国全国面包师联合会正
推动“法棍面包”入选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获总统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支持。马克龙 12
日接受法国一家电台采访时
说，法国面包师看到意大利的
那不勒斯比萨饼成功入选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要
保留法棍面包的品质和制作工
艺，”马克龙说，“这是法棍面包
需要成为‘非遗’的原因。”马克
龙把法棍面包称为“法国人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论是早
上、中午和晚上。不论你信不
信，每个人都吃（这种面包）”。

法国 1993 年通过一项法
律，规定传统法棍面包只能由
小麦面粉、水、酵母和盐这四种
配料制成，且不能冷冻保存或
含有防腐剂。 据新华社

英八旬奶奶通过
芭蕾舞七级考试

通过世界顶级舞蹈学院之
一的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专业
考试是每一位芭蕾舞演员的梦
想。近日，一位英国奶奶成功通
过了该学院的芭蕾舞七级考
试，成为了英国最年长的芭蕾
舞演员。这位励志奶奶名叫芭
芭拉·彼得斯，她从两岁起就开
始学习芭蕾，平日里靠兼职来
支付学费。1 月 10 日，也就是芭
芭拉 80 岁生日前夕，她收到了
一份来自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
惊喜，祝贺她通过了学院七级
考试，成为了全英国最年长的
芭蕾舞演员。“我很激动，这是
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芭芭
拉兴奋地说。这是她自上一次
芭蕾舞考级的 58 年后再次参
加考试。芭芭拉表示，她打算继
续跳芭蕾，未来考虑参加舞蹈
八级考试。 据环球网

韩日“慰安妇”争端难平息

2015年12月28日，韩日政府
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称双方
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不
可逆转的一致”。日前，韩国政府
就韩日“慰安妇”协议宣布了后
续措施，称协议无法真正解决

“慰安妇”问题，但韩方不会要求
与日本政府就这一协议进行重
新谈判。

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指出，
韩国政府将另行筹措原先由日
方出资的 10 亿日元（约合 5772
万元人民币）“慰安妇”基金，至
于如何处理日方资金，韩方将与
日方磋商。同时，希望日方遵循
国际社会共识，正视历史真相，
为恢复受害者名誉、尊严和治愈
内心伤痛继续努力。舆论指出，
韩国政府的这一表态实际上否
定了韩日“慰安妇”协议，韩日关
系短期内或难以改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称“完全无法接受”韩方就日韩

“慰安妇”协议宣布的后续措施，
敦促韩方切实履行共识。《东京
新闻》称，韩国政府为避免与日
本关系出现对立，没有要求放弃
达成的“慰安妇”协议并重新谈
判。然而，韩国政府就该协议发
布后续措施的做法实质上也会
导致两国取得的共识名存实亡。
对此，日本政府势必强烈反对。

韩国政府关于韩日“慰安
妇”协议的后续措施一经公布，
立即引发“慰安妇”受害者和一

些民间团体的不满。他们认为既
然承认韩日“慰安妇”协议是错
误的，就应废弃并使之无效，不
予以更正是对受害者的欺瞒行
为。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代表尹
美香当天表示，被证明存在阴阳
协议、秘密内容的韩日“慰安妇”
协议应被扔进“垃圾桶”，期待韩
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举动。

有韩国专家指出，韩国政
府就韩日“慰安妇”协议宣布后
续措施是考虑到国内反对情绪
与维护韩日关系做出的折中方
案。韩国政府决定接受韩日“慰
安妇”协议，是承认官方协定以
避免韩国的国家信誉度下降，
而即使韩日重新谈判也不一定
能取得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
反而会损害双边关系。这反映
了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强调对日
外交要走“双轨”路线，即历史
问题要解决，韩日关系也要着
眼于未来发展。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
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对表
示，日韩“慰安妇”协议从内容上
看，并没有达到“最终、不可逆转
的一致”程度。“慰安妇”受害者
们之所以反对日韩这一共识，是
基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
暧昧和反复态度，这导致她们难
以信任日本政府。只有日本政府
彻底反省侵略历史、树立正确历
史观，方能解开“慰安妇”问题的

“死结”。 据《人民日报》

“慰安妇”受害者们之所以反对日韩这一共识，是基于日本政
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和反复态度。只有日本政府彻底反省侵略
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方能解开“慰安妇”问题的“死结”。

会谈双方以如此快的速度开始接触、缓和并不只是为了讨论
参加冬奥会的事宜，只不过在朝核问题僵持不下之际，以象征和
平的奥运会为契机进行接洽，是双方的一个绝好选项。

1 月 9 日，韩朝代表团在板
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
会谈，双方就朝鲜参加平昌冬奥
会及冬残奥会和改善韩朝关系事
宜展开讨论。15 日，在板门店朝方
一侧的统一阁会晤，双方就平昌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之际朝方派艺
术团赴韩演出一事达成一致。

会谈双方以如此快的速度
开始接触、缓和并不只是为了讨
论参加冬奥会的事宜，只不过在
朝核问题僵持不下之际，以象征
和平的奥运会为契机进行接洽，
是双方的一个绝好选项。

随着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
导弹试射，联合国对朝制裁也逐
步加码。在不断地进行武器试验
对美威慑却得不到回应之际，适
时改善对韩关系以减轻压力，确
实也在情理之中。金正恩在此时
挑准东北亚各国中最薄弱的一
环——— 韩国进行试探，不但能够
便利之后的经济合作，也是当前
代价最小的选项。

韩国方面，自文在寅上台以
来，一直致力于修复朴槿惠任期
内受损的中韩、美韩关系，至今
未有太大突破。加上国内不断升
高的政治压力，适时通过朝韩关
系的缓和来稳定国内局势、打开
外交局面也是不错的选项。并且
与朝接触产生的政治成果也有
助于文在寅获得更多政治资源，
巩固国内政治基础的同时进一
步明确其对外政策的基调。

此时会谈既能缓解双方国内
的政治困境，又能进一步试探对
方，为之后的政策调整打开空间、
探明方向，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尽管此次板门店会谈取得
了很多成果，但是不得不承认，
正如之前多次出现的缓和一样，
这次缓和若想持久依然困难重
重。即使是在一个月后的冬奥会
上上演超越政治的感人画面，这
种结果也依然不会有太大变化。

朝韩双方不仅要在有限的
国际政治空间内寻找有利条件
维持这种缓和，还必须有效地整
合国内的政治资源来支持自身
的对外政策。而且双方政权必须
同时做到这两点，对于长期对
峙、互有仇意的双方来讲，不仅
要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双方还必
须形成高度的默契，不因外部的
风吹草动而动摇决心。无论从哪
方面来讲，这样的要求都着实过
于苛刻了些。而且无论是朝鲜国
内封闭的政治体系，还是韩国国
内较为极端的政治文化，都是双
方保持政策稳定的不利因素。

朝鲜反复的核试验以及美
韩之间的军演已经透支了双方
的政治互信，重建互信很难。本
次会谈以及之后进一步的政治
缓和之后，诸多成果将陆续出
炉。只是这些成果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能够持久缓和双方关系并
且推动长远的统一进程，仍然值
得观察。 据《新京报》

22001177 年年初初，，特特朗朗普普署署行行政政命命令令，，提提出出大大幅幅扩扩充充军军备备，，更更新新升升级级核核武武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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