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６日发
表声明说， 美国 “最有经验” 的
宇航员约翰·扬５日夜间因肺炎引
发的并发症去世， 享年８７岁。

约翰·扬是美国唯一一个曾
参加“双子座”计划、“阿波罗”计
划和航天飞机这三代航天计划的
宇航员。他曾登上月球，曾担任第
一次航天飞机任务的指令长。

美国航天局代理局长罗伯
特·莱特富特在声明中说，美国航
天局失去了一名先驱人物 。 约
翰·扬传奇般的职业生涯跨越美
国三代航天计划，是“宇航员中的
宇航员”。

约翰·扬出生在美国旧金山，
大学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 ，１９６２
年加入美国航天局。作为宇航员，
约翰·扬创下了多个第一。

１９６５年， 他与另一名宇航员
一道执行“双子座”计划第一次载
人任务。值得一提的是，他偷偷带
了一个腌牛肉三明治上飞船，后
来被美国航天局和国会议员批
评， 但他的职业生涯没有受到太
大影响。

１９６６年， 他作为指令长与另
一名宇航员驾驶“双子座”１０号飞
船， 第一次在同一任务中完成与
两个不同目标飞行器的对接。“双
子座” 计划是美国第二个载人航
天计划，为后来的“阿波罗”登月
计划做准备。

１９６９年，他在“阿波罗”１０号任
务中与其他两名宇航员一道环绕
了月球。１９７２年，他担任“阿波罗”
１６号任务的指令长并成功登陆月
球， 成为第９个登上月球的人。

美国“最有经验”的宇航员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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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求解五大地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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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表示愿与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６

日说， 愿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 他表示，
希望韩朝两国将于９日举行的会
谈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特朗普当天在美国马里兰州
戴维营对媒体说， 他对与金正恩
通过电话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
但这 “并非没有前提条件”， 美
国对朝立场非常 “坚决”。

谈到韩朝定于９日举行的会
谈， 特朗普说， “百分百支持”
会谈举行， 希望会谈内容能 “超
出奥运会范畴”。

韩国统一部５日确认，朝鲜同
意９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

家”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会谈将
讨论包括韩国平昌冬奥会参赛事
宜在内的韩朝关系改善等问题。

金正恩１日表示， 朝鲜有意
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 北南
当局可就此进行紧急会谈。 韩国
政府２日向朝方提议９日在板门店
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金正恩３
日下令重新开通板门店朝韩联络
热线 。 对于半岛出现的和平信
号，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近
日表示， 韩朝之间无论开展什么
形式对话 ， 美国都怀疑朝鲜诚
意。 在朝鲜作出弃核的明确努力
前， 美国对韩朝间任何形式对话
“不会当真”。

新华社电 比利时怀特公关
公司近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只有不到２０％的当地人相信社交
媒体， 这一比例与５年前相比几
乎下降了一半。

调查还显示， 比利时人对传
统媒体保持了较高的信任， 相信
电台、 纸媒以及电视报道的比例
分别达到６９.８％、 ５８.８％和５５．２％。

这一结果源于社交媒体海量
信息真假难辨， 导致谣言泛滥、
假货横行， 派生出种种乱象。

２０１７年岁末， 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市中心接连发生打砸商
店、 焚烧汽车、 袭击警察等恶性
事件。 痛定思痛， 人们发现如此
乱象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社交媒

体在作祟。
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 布鲁塞尔法

院开庭审理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市中
心球迷骚乱事件的肇事者。 检方
以“通过脸书煽动骚乱罪”，要求
法官判处被告两年监禁。 无独有
偶。 去年１１月１４日，一个法国“网
红” 通过社交网络召集其粉丝到
布鲁塞尔市中心非法录制视频，
结果引发这些人与警方的冲突。

此外， 因使用虚假购物网站
而导致的银行卡盗刷案例有增无
减。 比利时金融联合会于新年前
夕专门发文， 告诫人们对脸书和
图片共享网站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等大型社
交网站登载的大幅促销广告 “保
持高度警惕”。

约两成比利时人不相信社交媒体

1月6日， 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奥斯坦德， 人们跳入冰凉的北海中，
庆祝新年到来。 比利时奥斯坦德 “跳北海庆新年” 活动始于1987年，
今年吸引了约4500人参加。 新华社发

戏水庆新年

当前， 阿富汗国内安全形
势依然严峻， 阿政府与塔利班
之间的直接对话没有实质进
展，阿富汗民族和解遥遥无期。

更重要的是 ，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渗透和转移加
剧了阿富汗局势的危险性 。
２０１７年， 在叙利亚、 伊拉克被
击败后， 部分 “伊斯兰国” 残
余势力转移至阿富汗， 使得阿
国内局势更加复杂。 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东问题专家魏亮认

为， “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非
常活跃， 已成为威胁阿富汗稳
定的基本因素之一。

为 应 对 “ 伊 斯 兰 国 ” 、
“基地” 组织和 “哈卡尼网络”
的恐怖威胁， 美国宣布暂缓此
前宣布的撤军计划， 并计划在
２０１８年向阿富汗增兵 ３０００至
４０００人。

近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推
动阿富汗问题解决。 去年年底
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国－阿富

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
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
中巴双方愿同阿方一道， “探
讨中巴经济走廊以适当方式向
阿富汗延伸”。

阿富汗因其连接中亚、 南
亚、 西亚的重要地理位置， 有
“欧亚大陆心脏” 之称， 同时
还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 在新
的一年， 降低阿富汗发生新的
冲突的可能性， 有利于增进有
关各方的共同利益。 据新华社

新年伊始， 伊朗国内爆发
一系列游行示威， 示威人群要
求政府把经济和民生摆在首
位 ， 减少介入地区事务 。 那
么， 伊朗国内政局的变化将对
中东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众所
周知， ２０１７年， 中东两大阵营
对立加剧 ， 争斗激烈 。 一方
面， 伊朗与伊拉克、 叙利亚巩
固关系， 同时加强与也门胡塞
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
形成 “什叶派新月地带”。 另

一方面， 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
海湾国家， 在美国支持下， 联
手应对伊朗一派力量。 美国总
统特朗普２０１７年底发表讲话 ，
称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意识到，
中东主要矛盾不再是巴以冲
突， 而是来自伊朗的威胁。

但分析人士预测， 新的一
年里，尽管伊朗内政出现变数，
但伊朗外交策略不会由此出现
大幅调整， 伊朗不会削弱对叙
利亚的支持， 更不会减少与沙

特的对抗， 因为与沙特的博弈
结果不但关系到伊朗本国在中
东的地位和生存环境， 也关系
到什叶派在中东的前途。同时，
应当承认， 在特朗普威胁撕毁
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的大
背景下，伊朗国内局势不稳，也
可能成为美国、 沙特和以色列
进一步遏制伊朗的有利因素。

２０１８年， 由于各种矛盾相
互交织， 加上美俄深度介入，
中东博弈只会进一步加剧。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
１日发表的新年贺词中警告称，
美国应意识到， 整个美国本土
都在朝鲜核打击范围内。 美国
总统特朗普回应说， 朝鲜领导
人有 “核按钮”， 他也有， 而
且他的 “核按钮更大更强 ”。
２０１８年伊始， 美朝就相互 “放
狠话”， 预示着新的一年， 解
决朝核问题依然困难重重。

２０１７年， 朝鲜半岛局势刀
光剑影、 险象环生， 朝方的核

导试验和美韩的军 事 演 习 多
次让国际社会绷紧神经 。 展
望新的一年 ， 解决朝核问题
依 然 面 临 一 个 极 其 难 解 的
“结 ”， 即只要朝鲜不同意弃
核， 美国就难以同其展开真
正的谈判 ， 而朝鲜目前没有
任何弃核的意向 。 此外 ， 中
俄主张谈判 ， 反对动武 ， 但
不 会 改 变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
立场。 半岛局势如何发展有待
进一步观察。

但新年伊始， 朝鲜半岛也
出现了值得欢迎的迹象。 朝鲜
表示， 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不
久将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奥
会。 韩国作出积极回应， 提议
举行高级别会谈， 就朝方代表
团参加冬奥会、 改善南北关系
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国际社会欢迎朝韩关系改
善迎来一线曙光， 更期盼在新
的一年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能
出现突破。

２０１８年 ， 以 俄 罗 斯 为 一
方， 以美国和北约为另一方，
双方在乌克兰问题的博弈会进
一步加剧， 不排除发生新的对
抗事件的可能性。

去年， 乌克兰东部地区战
火不断， 乌克兰政府倒向西方
的步伐愈加坚定， 不断刺激和
挑动俄罗斯的神经。 欧盟批准
对乌克兰公民入境欧盟实行免
签待遇， 北约也承诺将在未来

三年继续提供援助， 帮助乌克
兰在军事上符合北约成员国行
动计划标准。

此外 ， 美国作为域外大
国， 由幕后走向台前， 利用乌
克兰问题向俄罗斯施压， 两国
在乌克兰问题上博弈逐渐升
级。 去年年底， 特朗普政府同
意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
俄罗斯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此
举 “越过了红线”。

乌克兰问题事关俄罗斯民
族感情和重要国家安全利益。
２０１８年， 俄罗斯将举行总统选
举， 美国可能会采取多种措施
趁机加强对俄施压 。 而把 俄
国家利益放在最高地位的普
京也不会轻易让步， 甚至会更
加强硬。

围绕乌克兰局势， 俄与西
方国家之间对抗升级的风险增
大。

地缘风险之11： 中东冲突

地缘风险之22： 朝核问题

地缘风险之33： 乌克兰问题

近日，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上批评巴基斯坦反恐不力。 美
国白宫也对巴基斯坦发出 强
硬表态 ， 要求巴方在反恐问
题上 “付出更多 ” ， 表示美
方将在近期采取具体措施向
巴方施压 。 美国国务院 ４日
宣布 ， 美国政府已暂停向巴
基斯坦提供一笔巨额安全援
助 ， 何时恢复将视巴方在反
恐上的 “表现” 而定。 观察人
士认为 ， 特朗普打压巴基斯
坦， 凸显其欲为印度 “撑腰”

的意图。
过去一年， 印度与巴基斯

坦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不断、
互有伤亡， 但整体保持斗而不
破的局面 。 印度与巴基斯坦
２０１７年正式加入上合组织， 也
意味着两国之间多了一条沟通
渠道， 有了合作的新平台。 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问
题学者王海霞认为， 印度推行
“邻国优先” 外交政策， 巴基
斯坦积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 以促进国内发展， 两国都

需要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外部
环境。

但是， 特朗普政府延续打
压巴基斯坦、 拉拢印度的新南
亚战略， 给地区局势带来了新
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 美国加
强与印度的双边关系， 包括确
认印度作为美国 “主要防务伙
伴” 地位， 另一方面则对巴基
斯坦摆出敌视、 指责、 施压的
姿态。 美国在印巴之间 “选边
站”， 增加了地区平衡被打破
的风险。

地缘风险之55： 阿富汗动荡

地缘风险之44： 印巴矛盾

进入２０１８年， 国际安全形势依然存在至少五大地缘风险， 即中东冲突、 朝
核问题、 乌克兰问题、 印巴矛盾、 阿富汗动荡。 围绕这些地缘冲突， 各种力量
在新的一年势必将继续博弈和交锋， 而国际社会将继续寻求解决之道。

２０18年 1月 8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