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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总理称不吃米饭
遭政敌“揪打”

美墨百年恩怨筑“心墙”
“我吃藜麦，不吃米饭”，

近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这
一言论招来巨大的舆论风暴，
被讥嘲为“不识民间疾苦”。

马来西亚反对党——— 民
主行动党领导人林吉祥惊呼
自己以前“听都没听过”藜麦
这种高端食品。他讽刺称，纳
吉布的话让他想起法国大革
命前的“末代王后”安托瓦内
特，这位著名的“赤字夫人”曾
在法国农民穷得连面包都吃
不上的时候，发表“何不食蛋
糕”的著名言论。

“藜麦风波”发生后，总理
办公室做出回应，称纳吉布的
言论被“故意曲解”。声明称，
吃藜麦只是总理遵照医嘱、保
持日常饮食健康的一部分。面
对“脱离民众”的批评，纳吉布
则对外澄清称，他其实“也吃
米饭”。 据《环球时报》

日本公主被爆
遭遇“婚姻诈骗”

日本明仁天皇的长孙女
真子公主去年9月与其大学同
学小室圭订婚，两人原定于今
年秋天完婚，但本月初日本宫
内厅突然宣布两人婚事“延
期”，引发各种猜测。

有日本媒体称，所谓“结
婚延期”实际上是给两人分手

“留下时间”，皇室会要求男方
“自愿退婚”。有政府人士甚至
称两人“已经分手”。真子公主
与小室圭“延期结婚”的真实
原因是真子公主的父母秋筱
宫文仁亲王夫妇对男方不满。
此前小室圭母亲佳代被爆出

“情感关系复杂”且负债不还
等丑闻，文仁亲王为此多次约
谈小室圭，但后者一直隐瞒情
况，直到最近一次见面才向亲
王交代真实情况，让亲王非常
生气，认为其有意说谎，宫内
厅甚至形容这是“婚姻诈骗”。

据环球网

“德国王子”
疑跳楼自杀

德国最著名的家族———
霍亨索伦家族的卡洛斯王子，
2月25日疑从法兰克福高层酒
店跳楼自杀。霍亨索伦家族是
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第二帝
国的统治家族。卡洛斯王子是
霍亨索伦家族戈德哈德亲王
的儿子。28岁时，卡洛斯创办
了一家奢侈品广告公司，并经
营过不少生意，但并不成功。
2014年，他因用从未存在的共
同基金骗取投资者的钱而被
判处4年监禁。最近，39岁的卡
洛斯王子正在度监狱假。2月
25日，他被发现从法兰克福一
座酒店的屋顶跌落，当场死
亡。警方发言人表示，根据初
步调查结果，可以排除事故。
许多媒体认为，卡洛斯王子疑
是自杀。 据参考网

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和
墨西哥政府官员近期正安排墨
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
访美，但相关计划因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与涅托几天前的一
通电话而“告吹”，个中缘由还是
美墨之间绕不开的坎儿：边境隔
离墙。去年年初，因特朗普执意
签署修建边境墙的行政令，涅托
取消了访美行程。

前段时间，美墨边境墙在圣
迭戈露出庐山真面目。8面样板
墙五颜六色，造型各异，高的达9
米，矮的也有5米多，或混凝土结
构，或钢板。样板墙目前正在接
受测试。有评论家将边境墙与当
年的柏林墙相提并论，认为这堵

“愚蠢的墙”极大地损害了两国
关系。

其实，“愚蠢的墙”并非始于
特朗普。早在1990年代克林顿执
政时期，圣迭戈与墨西哥边境处
就开始动工，之后历届政府都有
修建，现已超过三百多英里。两
国关系紧张也远非一日之寒，早
在百年之前，美墨之间就已经筑
起一道“心墙”。

“非法移民”始终是美墨之
间的心结，但最初的移民流向与
今日正好相反。美国建国之初，
与墨西哥并不接壤。19世纪初，
美国觊觎墨西哥广袤的土地和
丰富的资源，开始大批西进和南
下，在当时仍属墨西哥领土内的
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地安营
扎寨。由于时局混乱，墨政府无
心处理移民问题，一味听之任
之，待终于腾出精力来管一管外
来者时，这些移民早已在当地占

据人口优势。1836年，得克萨斯的
美国移民宣布独立，成立“得克
萨斯共和国”，从而引发与墨西
哥的冲突。美国插足，帮助得克
萨斯赢得了战争。1845年，得克萨
斯并入美国，成为第28个州。

紧接着，美国兴起“天定命
运”学说，认为“西进”乃上天注
定，于是野蛮的领土扩张变成了
向落后地区传播民主福音的“拯
救运动”。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
爆发了美墨战争，结果墨西哥再
次失败，一纸《美墨和约》让美国
获得了236万平方公里的墨西哥
领土，相当于当时墨西哥领土的
一半还多，而美国付出的“报酬”
仅为聊胜于无的1500万美元。

此后，两国虽再无领土之争，
但另一场“霸凌”悄然开启。美国通
过大量资本输出，将墨西哥变为自
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到迪
亚斯时代，墨西哥75%的矿业和50%
以上的采油业为美国资本控制，工
厂的关键职位均由美国人把持，民
族资本发展几乎停滞，经济严重依

赖强邻。
到20世纪中叶，一场新的移

民浪潮让两国经济进一步血脉
相连。从1941年到1964年间，因为
二战缘故，美国工人稀缺，故而
实施“手臂计划”，允许大批墨西
哥人来美国工作。高峰时期，每
年大约有40万墨西哥人涌入美
国，总共发放了约500万份签证。
这一计划深刻影响到墨西哥千
家万户，把年轻人送到美国做
工，几乎成为每一个家庭的成人
礼，并且“惯性”地延续至今。很
多人因此合法或非法地永远留
在了美国，就此埋下了今日“非
法移民”之祸根。

邻里之间，经济实力的悬殊
总会有意无意地制造不公平，也
势必带来人口的单向流动。唯有
共同发展，消弭两者间的巨大差
异，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否则，即
便筑再高的边境墙，用墨西哥人
的话说，“我们也总有办法翻过
去”。

综合新华社、《南方周末》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

布，美国将对朝鲜实施“史上最
重”制裁。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
针对56个涉朝实体和个人实施
制裁。在半岛局势出现难得缓和
之际，美国的动作乃是“挂倒
挡”，显得极为刺眼且不合时宜。

美国的这一动作，初看似
在意料之外，细想却也不难理
解。特朗普政府一贯对外宣称
朝鲜放低姿态是自己“极限施
压”策略的功劳，近来看见半岛
和风劲吹，不免担心韩国被朝
鲜“争取”过去以致毁了施压大
计。特朗普政府的“如意算盘”
是企望借制裁迫使朝鲜同意与
美方直接接触。

不过，华盛顿的“如意算盘”
恐怕不会如意。接触需要气氛，
对话需要诚意。借体育盛事推动
和平进程、为开启半岛对话创造
条件，本是相关各方此时最应承
担的责任。在半岛局势刚趋缓
和、南北双方亟须对话动力之
际，美国突如其来的制裁无疑是

“踩刹车”“挂倒挡”，属于极端不
和谐姿态和非建设性动作。不论
朝鲜将做出怎样的回应，美国此
举给半岛局势带来的负面效应
已无可辩驳。

明眼人都看得出，美方的
“放狠话”和“秀肌肉”，并没有

从朝鲜那里收获让己方满意的
结果。单方面升级制裁往往是
事与愿违，一味斗狠被证明只
会起反作用。明智的做法是“找
台阶下”，给自己、给朝鲜、也给
半岛局势一个和解的机会，体
现自己真正的诚意。

为何“极限施压”政策无法
见效？

首先，它不符合联合国安
理会有关决议促和促谈的根本
精神；其次，它无法弥合朝美双
方在对话前提和诉求方面存在
的分歧。事实证明，朝美之间巨
大的信任鸿沟并未因特朗普政
府的做法而有所收窄，美国咄
咄逼人的架势既不被朝鲜接
受，更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多
年来，半岛和谈一直陷于朝美

“鸡同鸭讲”的怪圈，并沉沦于
由此引发的恶性循环而让人看
不到未来。

当前是考验各方对话诚意
的时候。化解半岛僵局的唯一
出路是对话，各方应该拿出诚
意来，维护和延续朝韩对话势
头，为开启半岛问题对话做出
实质性贡献。一味施压斗狠犹
如饮鸩止渴，有关方面越早看
明白这一点，就会越少做出错
误决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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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厢，美墨边境墙
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中，
那边厢，以色列一座10米
高墙正在加沙周围拔地
而起。

据德国《世界报》报
道，这是一座“全球绝无
仅有的高技术墙”，长约
60公里，地上10米，配备摄
像头和自动射击装置；地
下40米，相当于13层楼的
高度，配有新式传感器，
一旦有人破坏墙体或在
附近挖掘，就会发出警
报，是世界上首个有此类
功能的地下边境屏障。

以色列造墙是为了
切断来自加沙的地下威
胁。斥资10亿欧元建造防
护墙，将加沙围成一座

“孤岛”。
以色列还有另一座

高墙———“哭墙”。“哭墙”
是犹太教圣地。同时也是
一座“界墙”，一边是犹太
区，一边是穆斯林区。一
方面，身处两教最前沿，
它目睹过最惨烈的宗教
冲突；另一方面，它也曾
肩负“共处”使命，见证过
和平和宽容。

而在北爱尔兰的和平
墙并非一堵墙，而是城市
各居民区里的好几段隔离
设施，有的是砖筑，有的是
隔离板加铁丝网，三四米
高，最长的绵延几公里。北
爱尔兰人赋予隔离墙以

“和平”之名，是因为这里
混居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
总是争斗不止，竖起高墙
能挡住彼此互掷的石块、
酒瓶和汽油弹。

据《南方周末》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近
日结束了为期4天的美国之行。
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派出了迄今
最大规模的政商代表团，双方达
成了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计
划。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务虚
性质的合作并没有消除两国在
贸易、移民政策、气候变化等问
题上的重大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美澳两国
计划合作的领域虽多，但大多
是意向性的阐述，缺少实质性
的合作项目。此外，虽然两国领
导人在记者会上言辞热情，特
朗普还表示将把一艘待建的濒
海战斗舰命名为“堪培拉”号，
以彰显美澳关系的牢固性，但
这仍难以掩盖两国在贸易等问
题上的重大分歧。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使得澳大利亚对于双方关系未
来走向产生疑虑。许多澳大利亚
人认为，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行为有
悖澳国家利益。特恩布尔此访的
重要目的之一即是劝说特朗普
重新考虑TPP，但特朗普未做出
让步，仅仅客套地表示“如果包
含对美国更有利的条款，美国愿
意重返TPP”。

《洛杉矶时报》撰文称，特朗
普对贸易问题的看法难以被改

变，其强硬立场将持续困扰美澳
关系发展。

此外，美澳两国在移民政
策、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也存在巨
大分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
与防务中心主任布兰登·泰勒认
为，特朗普就诸多地区热点问题
的强硬表态，令澳大利亚人担心
自己会被卷入一场他们并不想
参与其中的冲突。

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外
资来源国，也是澳大利亚海外投
资的最大目的地。多年来，美澳
安保联盟一直是澳大利亚防务
战略的基石，双方在情报共享方
面合作紧密。

分析认为，这些已有的合作
将持续强化美澳两国的关系，但
随着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澳大
利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
定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
怀特认为，亚太地区的形势正在
发生巨大变化，澳大利亚正面临
一个前所未有的亚洲。澳大利亚
应该深刻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
准备面对一个不再由美国主导
的亚洲。这种从长远的战略角度
反思澳美关系的声音在澳大利
亚始终存在，近年也得到越来越
多澳民众的认同。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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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隔离墙

美美墨墨边边境境样样板板墙墙。。图图//东东方方IICC

◎延伸阅读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