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 柳丝）欧盟
自22日起正式对从美国进口的价值约28亿欧
元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反制美国在本月初
对从欧盟进口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同一天，美
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加征
20%关税。美欧贸易战面临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从加征高额关税、挑起贸易
战，到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
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外交决策引发
欧洲强烈不满。当前，美欧矛盾
已非简单的利益之争，更是观念和价值观分
歧。美欧都在重新思考和定位彼此的关系，加
大了跨大西洋同盟间的离心力。

“美国优先”削弱同盟基础
不少分析人士此前用“钟摆”来描绘70多年

来的美欧关系，认为美欧关系虽然波澜不断，但
在保持整体合作的大趋势下，仍将延续钟摆式
运动。这一判断主要基于对跨大西洋同盟两大
基础的理解：一个是因为共同的战争记忆所产
生的共同战略和安全需求，另一个是共同的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

不过，冷战之后，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以及
美国战略调整，美欧同盟基础正在逐步减弱。

苏联解体后，美国老布什政府开始推行“世
界新秩序”设想，强调依靠美国价值观、全球军
事同盟以及由美国主导的经济规则来维护自身
绝对领导地位。这意味着，美国虽然依旧需要
欧洲，但并不愿接受成为世界一支独立力量的
欧洲。新保守主义阵营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
曾说，在涉及权力的所有重要性问题上，美国人

和欧洲人的观点背道而驰。
此后，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路线，

导致美欧关系波澜重重；而奥巴马执政时不仅
说过欧洲是“古老的过去时”，还将战略重心移
向了亚太地区。

而今，追求“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进一步挑

战美欧同盟的基础。他是第一位公开质疑欧盟
对美国战略利益重要性的美国总统，不再从战
略盟友的角度而是更多从经贸竞争的角度来看
待欧洲。

特朗普政府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
策，越来越失去对维护自由秩序价值观的兴趣，
强调所谓公平，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推行经济
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直接导致跨大西洋价值观
纽带弱化，美国对欧政策实用主义和交易色彩
突出。

欧洲走向更加自主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日前发表演讲说，在特

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大西洋变得更宽了。“我们
对‘美国优先’的回应只能是‘欧洲团结’。”

早在二战结束后，欧洲政治精英们就意识
到，只有成为一个整体，欧洲才能找到在世界上
的位置。70多年来，从最早的欧洲煤钢共同体，
到此后的欧共体，再到欧盟以及欧元的诞生，欧
洲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逐步走向更紧密的联盟。
对于欧洲来说，一体化既是追求自主，也是逐渐

摆脱美国控制的一种手段。
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欧洲一体化陷

入停滞。但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冲击，重新让
欧洲意识到一体化的重要性。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近日发表文章说，跨大西洋同盟越来
越像一具空壳，随着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逐渐

疏离欧洲，欧洲外交官和学者们
重新谈论欧洲自主。

欧盟开始重视加强欧洲自
身的防务合作，发展自己的军事

能力。欧盟成员国去年末签署了“永久结构性
合作”防务合作协议。马克龙正在推动到2020
年成立一个独立于北约的欧盟“共同干预力
量”。

在欧盟改革方面，“法德引擎”重新启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9月提出了改革欧盟的计
划，极力推动欧盟实现雄心勃勃的一体化目标；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3月组阁成立后立即响应
了马克龙的计划。在即将于本月28日至29日
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改革将是一个重要议
题。

不可否认，欧洲同美国在经济、军事安全等
领域的影响力仍不对称，尤其是面对恐怖主义
威胁、中东北非动荡对欧洲安全的冲击、来自俄
罗斯的挑战等，欧洲仍然需要保持与美国现有
的伙伴关系。

此外，仍有一些欧洲国家持观望态度，期待
特朗普任期结束后，欧美关系能够回归常态。
但如果“美国优先”持续加大美欧离心力，大西
洋两岸恐怕只会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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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4日说，应即刻驱
逐那些“侵入”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无需法官介
入或走法律程序。

批评人士说，特朗普这种想法可能违反美国
宪法。

取消取消““程序程序””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把跨越美国与

墨西哥边界、非法进入美国境内的人称为“入侵
者”。

“我们不能让这些人侵略我们的国家，”特朗
普说，“有人进来时，我们必须立刻把他们送回他
们来的地方，不用法官（审理）或走法律程序。对
好的移民政策和法治而言，我们的（移民）体系就
是笑话。”

“我们的移民政策遭全世界取笑，对那些依法
接受（移民）体系审查、等待多年的人而言非常不
公平，”特朗普说，“难以容忍这些人侵入我们的国
家。强大的边境，没有犯罪！”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总统期间提倡对非法
移民“零容忍”，去年1月就任后不断强化边境保
护。他今年4月签署公告，向与墨西哥接壤的西
南边境派遣国民警卫队，以协助打击非法移民。

烦心事多烦心事多
特朗普24日在“推特”写道，大多数非法入境

的儿童没有父母陪伴即抵达美国境内。
两个多月前，特朗普政府开始对非法移民执

行“零容忍”政策，要求各边境州的联邦检察官打
击非法越境初犯者。

依据这项政策，美国政府在西南边境从非法
越境的父母身边带离大批未成年子女，一些情形
下强制带离年幼儿童，招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
国内外舆论批评。

压力之下，特朗普20日签署行政令，叫停这
一做法。但已经被拆散的家庭难以团聚近些天依
然是媒体关注焦点。一些人批评，即便与父母在
一起，未成年人也不应该受拘押。

挨批挨批““违宪违宪””
不清楚特朗普所谓“驱逐”方案只涉及非法入

境者，还是包括那些申请庇护的人。法新社报道，
经由美墨边界进入美国的非法入境家庭几乎全部
申请了庇护。

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期间，对没有严重犯
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实施“抓了就放”政策。那些人可
以一边在美国生活，一边等待移民法庭传唤。另一些
人被关押在移民拘留所和地方监狱内。

不经审理就驱逐涉嫌非法入境的人可能违背
美国宪法。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
金会主席谢丽琳·艾菲尔在“推特”写道：“总统刚
刚强硬提议结束庇护，不给移民提供正当法律程
序。”

美国民权联盟移民权利项目副主任李·勒伦
特说：“政府不能简单地撤销所有涉及移民的程
序。必须走正当法律程序。这不是选择题。”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欲“抓了就赶”非法移民

6月24日，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一名女性驾车出行。
当天，沙特女性迎来政府解除女性驾车禁令、允许女性开车上路的第一天。去年

9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从2018年6月起允许女性开车。今年6月4日，沙特交通部
门开始向该国女性发放驾照。 新华社/路透

欧洲联盟部分成员国领导人 24 日在
布鲁塞尔召开非正式工作会议，讨论非法
移民议题。

意大利领导人提出一份文件，阐述意
方主张。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会后暗示，欧
洲准备与北非的移民来源和途经国合作，
以缓解移民潮。

意大利要求减负
这场会议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召集，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的 16 国领导人
出席。会上，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请
其他领导人阅读一份文件。

意方文件说，“任何人登陆意大利，即
登陆欧洲”，而欧盟现行的避难申请受理
准则，即《都柏林条例》“过时”“自相矛
盾”，应予彻底改革。

现行《都柏林条例》2013 年生效。依
据这项条例，通常由寻求庇护者进入的第
一个欧盟成员国受理庇护申请。

2015 年，超过 100 万寻求庇护或改善
生活的人从中东或北非偷渡地中海进入
欧洲，形成“欧洲移民危机”。移民潮后来
减弱但持续至今，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
是这类移民入欧的三大“门户”国家。过
去4年，超过60万移民非法进入意大利。

意大利新一届政府本月 1 日就任，持
强硬反移民立场，要求欧盟其他成员国分
摊移民、减轻意大利所承受的压力。

孔特拿出的文件说：“每一个成员国
设定接受经济移民（即寻求改善生活的移
民）配额；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对不欢迎
难民的成员国必须规定充分的资金惩罚
措施。”

文件说，对从海上营救的移民，欧
盟成员国应共同承担责任。“救援义务
不能成为替所有人处理（庇护）申请的
义务……意大利和西班牙不能接收所有
移民。”

意方在文件中提议在“欧洲数个国
家”和移民来源、途经的国家设立“保护中
心”，以处理庇护申请、保护移民权益。

“对外”或达成共识
默克尔会后告诉媒体记者，对移民问

题“外部”因素，与会领导人强调欧盟2016
年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是范例，认为必须
支持利比亚海岸巡逻队履行职责，希望与
其他移民来源国达成类似协议。

欧盟2016年3月与土耳其达成一项协
议。依据协议，从土耳其进入希腊的所有

“新的非常规移民”将被送回土耳其，欧盟
为土方安置难民提供资金。在这项协议的
作用下，非法进入希腊的移民人数从2015
年据估算86万下降为2017年的3万。

时任意大利政府 2017 年与利比亚政
府达成一项协议，由意方向利方海岸巡逻
队提供资金和培训，支持利方拦截偷渡
船。非法进入意大利的移民人数从 2017
年的11.9万下降至今年迄今1.4万。

就“内部因素”，默克尔说，一方面不能
让移民入境的国家独自应对所有问题；另
一方面，移民不得自主选择在哪个国家提
交庇护申请。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告诉媒
体记者，“我们将采取的方法”包括“与欧盟
以外的（移民）来源和途经国面对面合作”；
这些国家包括利比亚等非洲国家和巴尔干
地区国家。

一些欧盟国家先前提议，在利比亚、阿
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尼日尔和突尼斯
等北非国家设立审核中心，以确定移民是
否具备申请在欧洲避难的资格，即区分申
请庇护者和经济移民。

美联社报道，欧盟似乎有意通过这类
提议，同时正讨论在巴尔干地区国家阿尔
巴尼亚设立移民“接待中心”。

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告诉媒体记
者，欧盟 28 日就移民议题召开峰会时“可
能会有进展”。 新华社特稿

澳大利亚一名醉汉用棍棒打死6只神仙企鹅，25日
受到49小时社区服务处罚。环境保护人士批评处罚力
度太轻。

乔舒亚·杰弗里2016年在塔斯马尼亚州萨尔弗克里
克镇海滩喝醉酒后，用棍棒打死6只神仙企鹅。

澳大利亚《信使报》报道，伯尼市地方法院法官塔
玛拉·杰戈说，这是针对“脆弱企鹅”的“无情行为”，
且现年20岁的杰弗里毫无悔意。

杰弗里的罪名是严重虐待动物。鉴于杰弗里“理智
有限”，杰戈判罚他从事49小时社区服务并支付82.15澳
元(约合 398.5 元人民币)诉讼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
道，杰弗里的律师先前在法庭上说，杰弗里童年起受精
神健康问题困扰。

塔斯马尼亚鸟类联盟谴责这一判决“缺乏威慑
力”。联盟主管埃里克·韦勒说：“这无法阻止下一个人
今后某个时候出来做同样的事情。”

“这一量刑将塔斯马尼亚州珍贵野生动物的价值最
小化，”韦勒说，“为今后袭击野生动物开创一个不受欢
迎的先例。”

神仙企鹅又名小企鹅，是企鹅中体型最小的品种，
寿命可达24岁，迄今只在澳大利亚南部和新西兰被发
现。全球大约一半神仙企鹅栖息在塔斯马尼亚州。

6只挨打的神仙企鹅死于头部受伤。萨尔弗克里克
镇的神仙企鹅有 267 对，需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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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醉汉打死6只小企鹅

判罚惹怒环保人士

沙特女性迎来驾车解禁沙特女性迎来驾车解禁沙特女性迎来驾车解禁沙特女性迎来驾车解禁

““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加大美欧离心力加大美欧离心力

谋共同方案

欧盟国家讨论移民问题欧盟国家讨论移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