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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日开始访问欧
洲行程：先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首脑会议，再访问英国，最后在芬兰见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欧洲盟友对特朗普在行程中的可能表现和
后续举措忧心忡忡。后者人未到、声先闻，传递
的是“催欧洲国家增军费”、批英国“家里正乱”、

“普京更好对付”这样的信息，使欧洲盟友担心
特朗普“远欧亲俄”，提醒他“分清敌友”。

敲打军费敲打军费
特朗普10日晚抵达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

塞尔。还没下飞机，他就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重提他就任总统一年半以来常弹的论调：催欧
洲盟友多交北约“份子钱”。

“北约中许多国家，本应受我们保护，（但它
们）不仅没兑现（防务支出占比）2%的承诺，而
且多年来一直拖延支付该付的钱。它们会还美
国钱吗？”特朗普写道。

路透社援引美方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在总
统专机“空军一号”上“花数小时”与助手们讨论
如何“劝诱”欧洲盟友增加对北约投入。

北约成员国2014年承诺10年内实现防务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但北约10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29个成员国中仅有三分之二
达到或“有切实计划”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去年
军费支出占 GDP3.57%，欧洲国家中达标的有
英国、希腊、爱沙尼亚和波兰。

法国政府最近承诺将按期实现目标。作为
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头四年军费比例从
1.18%缓慢提升至目前1.24%的水平，成为特朗
普重点批评对象。

然而，大部分德国民众支持德国总理安格
拉·默克尔的防务支出计划。德新社委托英国
舆观调查公司对德国军费支出做民意调查。舆
观6日至9日收集2052名德国人的意见，调查
结果显示，40%调查对象反对北约的 2%目标，
35%赞成，25%没有看法。

针对默克尔政府承诺 2024 年军费支出达
1.5%，24%调查对象认为这一目标合理，36%认
为“太高”；仅15%认为应设立更高目标，四分之
一人不置可否。

这份调查同时咨询针对驻德美军的看法，
42%希望美军撤出德国领土，37%希望美军留
下，21%不予置评。

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在德国驻军，目
前规模为3.5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德国南部。

结果难测结果难测
鉴于特朗普在6月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的表

现，各国驻北约代表提前好几天开始谈判，字斟
句酌地讨论拟于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条
文，公报据信将包含“各国承诺实现2%防务开
支”表述。一名北约外交官说，至少有一名白宫高
级官员已认可公报表述，不过特朗普本人意见难
测。

路透社援引另一名北约外交官的话说，“他
（特朗普）发一条‘推特’就能取消任何事情”。

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其他六国打完
口水仗后提前离场，东道主加拿大政府发布七
国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公报后，特朗普很快发“推
特”，说自己不认可公报内容。

特朗普11日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延
斯·斯托尔滕贝格开早餐会，再次瞄准德国“开
炮”。

他指责德国能源需求过于依赖俄罗斯，“德
国近70%的天然气市场被俄罗斯控制，你告诉
我，这妥当吗？”他提到德国支持在波罗的海铺
设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盟国家的“北溪
2号”项目，“这对北约来说挺糟糕”。

““分清敌友分清敌友””
特朗普定于 16 日在赫尔辛基与普京见

面。欧洲领导人对“美欧吵架、美俄走近”的局
面颇感忧虑。

特朗普启程赴欧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
德·图斯克10日用“推特”发出警告：“亲爱的美
国，珍惜你的盟友们吧，毕竟你的盟友不多了。”

图斯克还喊话特朗普：“美国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比欧洲更好的盟友。”就军费达
标问题，他说，欧盟防务支出比俄罗斯多“许
多倍”。

谈及“特普会”，图斯克提醒美国：“要记住
谁是你战略上的朋友，谁是战略上的麻烦。”

特朗普离开白宫时，记者问及他对图斯克
言论的看法，他说：“我们有很多盟友，但我们不
能让人占便宜。我们正在被欧盟占便宜。”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告诉媒体记者，
所有北约成员国防务支出实质上都在增长，因
为欧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 新华社特稿

救援人员 10 日从泰国北部清莱府一处
大型洞穴群救出少年足球队最后5人，举国
乃至全世界为之欢呼。

12 名小球员和他们的教练现在医院接
受隔离治疗。一名泰国卫生官员11日说，他
们状况良好。

教练获原谅教练获原谅
经过泰国和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国际救援

队上千人昼夜不停的营救，泰国“野猪”少年
足球队12名孩子和教练10日终于全部获救。

目前还不知道 25 岁的教练艾格蓬为何
带孩子们进入极其危险的山洞，然而在面对
几乎绝望的境地时，他表现出远远超出他年
龄的成熟和领导能力。

两名英国救援人员7月2日在洞内4公
里处发现了他们。在救援人员现场拍摄的视
频中，孩子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面对
镜头，他们露出微笑。

这是一群在黑暗和饥饿中挣扎 9 天孩

子。当救援人员问他们，“你们有几个人”，一
个孩子用英文回答“13”。洞外人们悬着的心
顿时放下了。那个孩子还用英文问救援人
员，“今天星期几了？”

救援人员发现孩子们的身体状况相对良
好，而身体最虚弱的是艾格蓬，因为在这9天
中，他拒绝吃任何食品，将所有他们随身带进
洞穴的少量食品全部分给了孩子们。

在绝境中，艾格蓬带领孩子们用打坐冥
想方式静静地等待救援。他告诉孩子们不要
喝洞内的积水，而要喝岩石上的渗水。

一位孩子的家长说，孩子告诉他，在山洞
里他们没有任何人哭过。

当救援队找到孩子们后，艾格蓬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给这12名孩子家长写信，就他将
孩子们带入山洞表示由衷的道歉。

虽然家长们对教练的行为十分愤怒，但他
们仍然告诉艾格蓬，“我们不怪你，我们支持你”。

一名孩子的母亲说：“如果不是你带着我

们的孩子，不知他们今天会是怎样。”
““我要抱抱他我要抱抱他””

球员家属阿迪萨·翁素赞告诉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他的儿子阿甲拉14岁，与教练
和11名队友遇险后获救，“我想拥抱他，告诉
他我高兴”。

遇险少年足球队名为“野猪”，由12名11
岁至16岁少年和一名25岁教练组成，6月23
日训练结束后进入清莱府一座国家公园内的
洞穴探险，因强降雨灌入洞穴、阻断路径而无
法脱身；7月2日由国际救援人员和泰国海军
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找到。

一名前海豹突击队员6日连夜潜水往洞
穴内运送氧气罐，出洞途中陷入昏迷溺亡。
经过多日考虑，救援人员决定以潜水方式营
救，8日和9日分两批救出8名成员。最后一
批获救的5人10日陆续由担架抬出洞穴，随
后由直升机送往医院。

瘦了两公斤瘦了两公斤
泰国卫生部官员10日说，获救人员将在

医院接受至少7天的隔离治疗。医生尚不清
楚他们是否可能感染不常见的疾病。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问题。”这
名官员说，先前获救的8名队员情况稳定，两
人疑似肺部感染，“他们是足球运动员，免疫
力较强”。

按照卫生部官员的说法，接下来两天，如
果医疗检测显示没有健康危险，获救人员家属
可以穿无菌服进入隔离区，保持两米距离探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伊恩·利
普金告诉美联社记者，比起身体疾病，脱险人员
最可能遭受与“这种痛苦经历相关的压力”。

路透社 13 日以一名泰国高级卫生官员
为消息源报道，经过评估，多数获救少年体重
平均减轻两公斤，但普遍情况良好，精神或情
绪没有显现紧张。

由于留院观察，这批小球员无法接受国
际足联先前邀约，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观看
7月15日世界杯决赛。

“我们收到泰国足球协会通知，因为医
疗原因，这些男孩不能到莫斯科观看世界杯
决赛，”国际足联10日说，“国际足联以每
个人的健康为重”。 新华社特稿

泰国一支少年足球队 10 日全部从北部
清莱府一处大型洞穴群获救，结束两个多星
期“历险”。一群远在智利的矿工8年前从矿
难 中 脱 险 ，提 醒 孩 子 们 提 防 另 一 个“ 危
险”——出名。

勿逐名利勿逐名利
2010 年 8 月 5 日，智利北部圣何塞铜矿

坍塌，33名矿工在大约700米的井下受困69
天，最终全部获救。

一些获救矿工说，那场由智利政府联手国
际专家开展的营救轰动一时，令他们一度活在
聚光灯下。只是，不少矿工在那之后家庭关系破
裂，承受心理问题煎熬，为贫困和失业所扰。

现年 62 岁的前工长路易斯·乌尔苏亚
说，泰国足球少年获救后要避免被金钱冲昏
头脑。

乌尔苏亚曾在坍塌的矿井下团结工友，
获救后成为媒体“宠儿”。一些律师主动提供
服务，一些政客找上门来，想蹭热点。“我们作
为成年人都招架不住”，他说，那些泰国少年

“和家人不会有能力处理这种事”。
乌尔苏亚等9名矿工眼下状告两名律师

欺诈，理由是以他们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书
和电影牵涉权利纠纷。其中一名律师伦贝
托·巴尔德斯·胡哲2日发电子邮件告诉路透
社，那些矿工的指控“缺乏实质”，他与大多数
获救矿工继续合作。

回归生活回归生活
在乌尔苏亚看来，那些少年受困十几天，

“受到重创，非常脆弱”。
他称赞泰国政府做法谨慎，包括没有公

开那12名少年的身份，告知媒体医院对他们
采取隔离以防感染风险。“这非常重要，这样
孩子们才能一点点重新融入原来的环境。”

这支少年足球队的12名11至16岁少年
和一名25岁教练6月23日结束训练后进入
清莱府坤南娘农—大溶洞国家公园“銮洞”洞
穴群探险，因为强降雨灌入洞穴、阻断路径而
无法脱身；7月2日由泰国海军和国际潜水员
找到，8日至10日分三批获救。

乌尔苏亚说，希望几年后的某一天，泰国
少年可以说出他们的故事，“一个有关信念和
希望的故事”，但前提是他们已做好准备。

淡看起落淡看起落
乌尔苏亚如今为智利国家矿业和地质部门

工作，经常发表励志演说。只是，当年获救的33
名矿工不少受精神健康问题折磨且无法工作。

“几乎每个矿工都有心理问题，比如睡不
着、感觉不舒服，”乌尔苏亚说，“他们处在绝
望中。这一点在智利鲜为人知。”

一些矿工在互联网上密切关注泰国遇险
少年足球队的消息。然而，追踪营救工作令
当年经历矿难的奥马尔·雷加达斯回想起那
段令人煎熬的经历。他说：“我一直受焦虑症
困扰，今天已经找我的医生治疗。”

64 岁获救矿工豪尔赫·加列吉略斯回
忆，他一度成为全球名人，受邀前往智利总统
府、美国好莱坞、梵蒂冈和以色列。

“一切变了，”他说，“那时候，人人都在谈
论你，新闻、电视……你在哪儿都是头条，之
后……什么都没有。”

加列吉略斯说，“我们得到那么多承诺，
之后却被抛弃，如今被遗忘”，希望获救的泰
国少年不要经历这些。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要见普京 欧洲劝分清敌友

泰足球少年受治疗教练获原谅

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1日电
（记者 杨舟 颜昊）泰国普吉府府
尹诺拉帕11日下午在游船翻沉事
故救援情况记者会上说，泰中救
援力量当天下午又发现一具遗
体，初步判定为“凤凰”号遇难者。至此，普吉游
船翻沉事故全部47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救援力量在皮皮
岛海域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并在其身上发现人
民币、晕船药及与“凤凰”号乘客同款救生衣，
初步认定为遇难的中国乘客。该遗体预计当晚
运送上岸，其身份信息还需进一步核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号上89名游客
中，42人获救、47人死亡，其中43具遗体完
成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仍有1人
遗体被“凤凰”号船体压在海底等待打捞。

诺拉帕还表示，今后普吉府将从船只、
船长船员、乘客三个方面加强行船安全，并
在码头引入闭路电视等监控设备和新技术，
加强安全管控。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蓬则
表示，泰中双方救援队当天进入“凤凰”号沉
没区域进行下潜作业，但因天气变化影响潜
水作业安全而中止，如明日天气情况允许，
将打捞被“凤凰”号船体压住的遗体。他透
露，这具遗体为男性。

与此同时，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事馆11

日在其网站发布通告。通告说，7
月10日至15日，安达曼海和泰国
湾海面将有2至4米巨浪。目前仍
有大批中国游客赴上述地区乘船
出海或参与浮潜等高危项目。中

国驻宋卡总领馆据此提醒中国公民务必提高
安全意识，事先了解当地天气海况，近期谨慎
前往普吉、甲米、攀牙等安达曼海域海岛游，在
每年5月至10月初季风季节，切勿冒险参与下
海游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

当地时间5日17时45分左右，“凤凰”号
和“艾莎公主”号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
大暴风雨，船只发生倾覆并沉没。“艾莎公
主”号载有 42 人，悉数获救，其中中国游客
35人。“凤凰”号上载有101人，其中游客89
人，87人为中国籍。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最后一名失联乘客遗体找到

智利矿工提醒泰获救足球队慎对智利矿工提醒泰获救足球队慎对““成名成名””

最后最后44名参与营救的泰国海军救援队员完成任务后庆祝名参与营救的泰国海军救援队员完成任务后庆祝。。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泰国海军供图泰国海军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