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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7月29日电（新华社记者刘
品然）美国29日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近1.2万
名美军并对其进行重新部署，并将位于德国的美
国欧洲司令部迁至比利时，同在德国的美国非洲
司令部未来也将迁至别处。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频频在军费分
摊比例问题上施压盟友，普遍引发盟友不满。近
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宣布一连串撤军计划或
想法，包括大幅减员驻德美军、考虑削减驻韩美
军人数等，这些举动在美国国内外均饱受非议。

分析人士指出，单方面撤军和重新部署的举
动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与单边主义行为的
又一表现，凸显美国同欧洲及亚太一些盟友间的
关系裂痕日益拉大。同时，在美国大选日益临近
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此举也有明显兑现选举承
诺的考量，而牺牲的则是对盟友的承诺。

矛盾凸显矛盾凸显

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德国“拖欠军费”为
由突然宣布将把驻德美军人数减至2.5万人，事
先没有告知德国，也令北约伙伴感到意外。

仅过了一个多月，美国具体撤军计划就已出
炉。根据计划，驻德美军削减后将从目前的约
3.6万人降至约2.4万人。计划撤出的部分美军
将部署至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约
6400 人将回到美国。此外，美国欧洲司令部将
从德国迁至比利时，同在德国的美国非洲司令部
未来也将迁至别处。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9日在五角大楼记者
会上表示，特朗普上月的撤军命令加快了美军军
力调整计划成形的步伐。他说，此次在欧洲的重
新部署计划将有助于“巩固北约能力、增强对俄
罗斯的威慑”，该计划将于数周内开始实施，或将
耗费数十亿美元。

不过，前五角大楼负责欧洲和北约事务的高
级官员詹姆斯·汤森表示，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
个战略，实际上是源于特朗普对德国的敌意。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不断推行“美国优先”
的单边主义政策，不惜对盟友大打经济牌、利益
牌，美国与更加重视多边主义的欧洲大国，尤其
是德国分歧日益明显。美德在北约作用、伊核协
议、中导条约、经贸问题、“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以及如何对待国际组织等方面多有矛盾。

29日，特朗普在白宫再度指责德国不仅“拖
欠北约军费”，还在贸易等问题上占美国便宜。

对于美国单方面撤军的举动，德国总理默克
尔此前表示，欧洲需要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
任，并说：“如果美国现在自愿决定放弃这一角
色，我们将不得不就此好好进行思考。”这番表态
被认为是呼吁欧洲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终结做
准备，美德矛盾凸显。

非议颇多非议颇多

美国单方面削减驻德美军并重新部署驻欧
军队引发美国国内外不少争议。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欧洲事务的威廉·考特尼说，特朗普再次搅
乱了北约同盟关系，这很可能削弱欧洲对美国安
全支持的信任。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发声批评。参议
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
特·梅嫩德斯在一份声明中称，此举是对美国最
紧密盟友的侮辱。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称
此举是“严重错误”，从长远来看会损害美国利
益。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认
为，美方此举将对美军全球和地区军事地位产生
消极影响，而且将向俄罗斯发出错误信号。

此前，有消息说美国“可能把从德国撤出的
部分美军部署至波兰”，已经引发俄罗斯方面的
关注。俄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月底曾表示，
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基本文件规定，北约有义
务不再追加部署重要作战部队。必要时，俄罗斯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俄国防和安全方面的
合法利益。

““选举时效选举时效””

美国此间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大选迫
近，特朗普政府近期的一连串撤军计划和传言都
有明显的“选举时效”，旨在兑现他让“盟友付账”

“让美军士兵回家”“不做世界警察”等选举承诺。
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中旬报道说，美军联

合参谋部重新评估了驻韩美军军力结构，美国防

部已向白宫提交了减少美在韩军事存在的政策
选项，但美政府官员称美方尚未决定是否削减驻
韩美军人数。

埃斯珀此后表示，并未下令要求减少驻韩美
军，但美国各战区司令部的军力调整将继续进
行。

驻韩美军大约有2.85万人。特朗普政府多
次施压韩国，要求其大幅增加驻韩美军费用的分
担份额，引发韩国不满。从1991年至今，美韩先
后签署了10份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协定，第10
份协定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由于分歧
太大，双方迟迟未能达成第11份协定。

英国首相府打算招募一名女发言人主
持电视直播简报会，类似美国白宫例行发布
会，直接面向公众发布信息。

英国《泰晤士报》30 日报道，新形式
的简报会预期 10 月开始。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打算继续推行疫情例行通报会的
成功做法，同时希望起用女性发言人，以
扭转外界对他“不喜欢女性官员”的印
象。

约翰逊的内阁大臣大多是男性，首相府
因鲜有女性官员亮相例行发布会而招致批
评。

媒体推测，可能受青睐的人选包括英国
天空新闻频道的索菲·里奇、英国广播公司
的薇姬·扬、英国独立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安
伯·德博顿和今年4月离开独立电视台新闻
频道的阿利格拉·斯特拉顿等。

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里奇公共知名
度高、社交媒体“粉丝”多；扬同样家喻户晓，
不易引发公众意见分歧；德博顿长期报道议

会事务，是“安全”选择；但斯特拉顿新晋财
政大臣战略沟通主管，可能不愿这么快转
岗。

《星期日泰晤士报》前政治编辑伊莎贝
尔·奥克肖特也是潜在人选，但可能引发争
议。她持强硬“脱欧”立场。在首相高级顾
问多米尼克·卡明斯被曝违反“封城”防疫
措施而遭受舆论批评时，她发声力挺卡明
斯。奥克肖特去年7月还率先曝光英国前
驻美大使金·达罗克的密件，涉及他 2017
年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差评”。达罗克同月
辞职。

新发言人年薪高达 10 万英镑（约合 91
万元人民币），与多数内阁大臣持平，高于议
员。执政党保守党方面说，发言人一项关键
品质是“熟知政治议题”，同时需展现新闻判
断力和沟通复杂问题能力，了解当前政府所
处的政治环境。

公开竞聘发言人的申请提交时间 8 月
21日截止。 新华社特稿

美国阿肯色州议会参议员乔伊丝·埃
利奥特是她当年就读的公立中学第二名
黑人学生，第一人是她的姐姐。如今，埃
利奥特希望在 11 月选举中谋得国会议员
席位。

如果当选，埃利奥特将成为阿肯色州首
名黑人国会议员。

埃利奥特说，11月的选举“是改变历史的
机会”，“我必须参选，因为我能看到通往胜利
的道路”。

美国新冠疫情形势严峻，非洲裔群体
中感染和病亡人数相对其人口的比例明
显高于白人群体；加上 5 月警方暴力执法
致死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触发多地
抗议，促使黑人女性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数
刷新纪录。

路透社 30 日报道，至少 122 名黑人女性
在今年选举中申请竞选国会议员，埃利奥特
是其中之一。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称，2012
年共48名黑人女性竞选国会议员，这一数字
随后稳步攀升。

今年选举两党预选阶段如今接近尾声，
按照致力于促进黑人参政的“集体政治行动
委员会”(Collective PAC)清点，仍有将近60名
黑人女性留在竞选场上。

角逐国会议员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海
军退伍军人帕姆·基思说：“民众日益乐见国
会出现来自不同群体的人士。国会中出现有
影响力的黑人女性会是什么样，只有等（她
们）真正进入国会才能知道。”

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和政治行动委员会
“ 美 国 更 高 境 界 组 织 ”（Higher heights for
America）发布报告显示，黑人女性占美国总
人口将近8%，却只占国会议员总数4.3%。“美
国更高境界组织”寻求选出更多持“进步主
义”立场的黑人女性担任公职。

这份报告说，担任州政府行政岗位或市
长的黑人女性相对少。另有报告显示，黑人
女性在 2008 年和 2012 年总统选举中的参与
程度高于其他任何群体。

多名竞选国会议员的黑人女性告诉路
透社记者，相比那些更富有的竞选对手，她
们体验过没钱的日子，因而能够更好地理解
选民。

黑人女性的主要竞选主张包括改善医疗
保健制度、创造更优质的就业岗位等。新冠
疫情的冲击更加凸显这些议题的重要性。

俄亥俄州黑人女性德西蕾·蒂姆斯曾在
白宫实习。她说，家乡屡次遭遇龙卷风袭击，
她每每目睹社区居民自发救灾，却难以获得
联邦政府援助，“民众交的税没能用在他们身
上”。这一现象促使蒂姆斯决定竞选国会议
员。 新华社特稿

美国国会众议员路易·戈默特29日宣布
他本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戈默特先
前坚决拒绝戴口罩，他的确诊致使至少3名同
事自我隔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当天宣
布，所有人在众议院楼层须佩戴口罩。

路透社援引一名司法部发言人的话报道
说，司法部长威廉·巴尔28日在国会一个委员
会作证时戈默特在场，巴尔将接受病毒检测。

戈默特来自得克萨斯州，隶属共和党。
病毒测试呈阳性后，他宣布将自我隔离 10
天。得州重启经济后，近来确诊病例上升。

戈默特接受得州电视台 KETK 采访时
说：“真讽刺，好多人对我不爱戴口罩小题大
做，但最近一两周，我真比过去4个月戴口罩
多啊！”

与戈默特接触过的两名共和党议员和一
名民主党议员当天各自发表声明，宣布自我

隔离。
其中，民主党议员劳尔·格里哈尔瓦说，在

检测并排除感染之前，他会一直隔离，“与此同
时，我的工作安排和雇员的生活都被打乱，这
一切都是拜戈默特先生的自私行为所赐”。

防疫专家认为口罩可以帮助防止新冠病
毒传播，但戴口罩与否已经是美国社会最大
的政治分歧之一。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先前
长期拒绝戴口罩，戈默特等共和党人也拒绝
口罩。

戈默特的检测结果引发国会领袖之间关
于防疫安全措施的讨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宣布，所有议员及职员进入众院所在楼层，建
议戴口罩，而参加一些委员会会议则要求戴
口罩。但预计有些议员不配合，主要是共和
党议员。

在28日众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委

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杰罗尔德·纳德勒批评一
些共和党议员不戴口罩，包括资深成员吉姆·
乔丹。而同样出席会议的戈默特宣称自己在
听证会期间戴了口罩。

包括戈默特在内，迄今已有至少13名国
会议员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冠，其余12人已康
复。

共和党议员兰德·保罗3月成为首名感染
新冠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他在国会山活动期
间长期不戴口罩，即使在等待检测结果时还
在使用健身房，因而受到国会同事批评。康
复后，保罗依然拒绝戴口罩，声称自己已经免
疫。

戈默特称，他现在会戴口罩，但谈及口罩
政策，他说：“如果有些人强烈感觉所有人需
要戴口罩，那么他们不应该靠近不戴口罩的
人。” 新华社特稿

7月29日，人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欣赏声光秀。
7月2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举行大型声光秀。艺术家在市政厅等历史建筑上投影文字和

图案，纪念这个夏天受新冠疫情影响而不能如期举办的文化活动。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美从德国撤军盟友裂痕加深

美议员确诊新冠美议员确诊新冠 佩洛西要求在众议院戴口罩佩洛西要求在众议院戴口罩

比利时布鲁塞尔比利时布鲁塞尔：：声光纪念夏日声光纪念夏日““缺席缺席””的活动的活动

英媒称首相府要学白宫招女发言人英媒称首相府要学白宫招女发言人

美黑人女性

竞选议员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