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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开启任期内第四次欧洲行。此
行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他第二次到访欧洲。

外界分析认为，本次出访，拜登政府有着三重战略
意图：团结西方力量，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联盟；转移
国内压力；继续遏制俄罗斯。

近段时间，拜登先是飞赴韩国和日本开启亚洲政
治“首秀”，随后又坐镇主场召开美洲峰会。美洲峰会
还未结束，白宫就宣布，拜登6月25日在德国参加七国
集团（G7）峰会，6月28日前往西班牙参加北约成员国
峰会。

繁忙的行程，能否帮助美国达成这些战略意图？
两场峰会 美国凸显三重意图

白宫方面称，G7峰会上，各领导人将主要就乌克
兰局势、粮食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而
在北约峰会中，各领导人将批准一项新的战略概念，以
指导北约在未来十年的转型，从而加强威慑和防御。

不过，多家外媒指出，两场会议预计将继续聚焦俄
乌冲突，包括如何遏制俄罗斯。

2022年6月5日，乌克兰基辅，爆炸事件发生后烟
雾四起。

拜登此次出访欧洲，有何目的？上海大学特聘教
授江时学认为，此行凸显美国三重战略意图。

首先，团结西方力量，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联
盟。而联盟的目的则是针对俄罗斯等国。

其次，转移国内视线。中期选举在即，拜登政府却
因通胀高企、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枪支暴力泛滥等危机
而民望大跌。此时出访，或许可以帮助拜登转移国内
视线。

第三，继续出台对俄新一轮制裁措施。由于西方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没有起到遏制其经济的作用，这
次制裁可能会变本加厉。

分歧巨大 美国能否协调欧洲步伐？
俄媒称，拜登上次的欧洲行“惹恼俄罗斯，让乌克

兰失望，让欧洲担忧”。而再次访欧的拜登也将面临巨
大挑战。

江时学指出，目前美欧的关系存在一些裂痕。拜
登此行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否真正把所有西方国家都
团结起来，使他们与美国步调一致。”

有分析称，美国希望联欧抗俄，但美欧之间以及欧
洲内部分歧巨大。一名法国高官对路透社表示，欧盟
与俄罗斯的贸易比美国更多，对制裁俄罗斯也更为敏
感，欧盟需要看到美国的“诚意”。

而多个欧洲国家也意识到，对俄制裁的反作用使
自身处境更加艰难。通货膨胀、能源价格飙升、生活成
本危机显现，还由此引发抗议和罢工，民众苦不堪言。
欧洲也出现了“不该盲目追随美国”的反思声音。

不仅如此，北约内部也出现分歧。土耳其多次反
对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方面还称，“不会
把北约马德里峰会看作是瑞典和芬兰入盟的最后期限
或者是入盟进程的转折点”，再次展现拒绝意向。

面对分歧和挑战，拜登此行能否达到目的？
江时学认为，“拜登此次欧洲行会有一定的收获：

可以与西方国家加强沟通、协调立场，但能否达到此行
的目标要看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博弈。”本报综合消息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6月23日报道，
随着集结在顿巴斯的最大规模乌克兰集团军
几近溃败，人们愈发频繁地提出近几个月来司
空见惯的问题：那之后呢？俄军和顿巴斯民兵
下一步的行动将是什么？虽然军事行动变幻莫
测，但还是可以预见未来的一些进攻方向。

报道称，基辅为何让“马里乌波尔事件”
重演，不但不从克拉马托尔-斯拉维扬斯克
方向撤军，反而不断增兵，这是当前的一个主
要谜团。主流看法是，乌克兰当局是出于外
交因素考虑，军事因素只占一部分。基辅认
为，要想赢得时间以组建一支完全由西方提
供的武器武装的新军队，就必须守住现在的
战线（哪怕损失惨重）。

报道认为，因此，争夺克拉马托尔-斯拉
维扬斯克聚集点的战役或变为持久战。但此
地的乌军早晚会被消灭，之后俄军的动向有

几种可能。
对乌特别军事

行动最重要的目标
是，为居住在先前
的乌克兰领土上的
顿涅茨克、卢甘斯
克和俄罗斯公民消
除所有军事政治威
胁。另一个重要目
标是，乌克兰实现
去纳粹化。这在当
前情况下意味着什
么？

只有实际销毁乌克兰的所有进攻性武
器，才能算作消除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及乌
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构成的威
胁。因此，消灭顿巴斯一地的乌军集群是不够
的，必须采取新的进攻行动。

报道称，行动方向已不单由军事因素决
定，而在更大程度上由政治和社会因素决定。

有观点认为，鉴于目前西方对乌军援的
重要性提升，必须占领对物流至关重要的大
型居民点。早前有报道称，俄军或重新向切
尔尼戈夫甚至基辅推进。

报道称，据乐观估计，在俄军消灭顿巴斯
的乌军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将迅速
瓦解。从这个角度来看，克里沃罗格、第聂伯
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是俄军下一步进
攻的合理方向。哈尔科夫是单独的战线，无
论事态如何发展，围绕该地的战斗都必将加

剧。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也是主要方向。
尼古拉耶夫的战线将长时间维持稳定，

这完全是因为俄军目前未在此地留有大量兵
力。令人惊讶的是，该地区的乌军指挥部至
今未放弃反攻赫尔松的想法，这很可能是因
政治、而非军事形势所致。基辅认为，在乌军
在顿巴斯失利的情况下，赫尔松是非常好的
进攻目标。

报道称，从尼古拉耶夫向多个方向的攻
势如何发展，这将由从顿巴斯释放出的兵力
在南部和西南战线如何调配决定。此外，如
果俄军占领尼古拉耶夫的行动速战速决，敖
德萨也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失守。

敖德萨方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意识形
态和历史原因上，还关乎德涅斯特河左岸走
廊的建立。此外，敖德萨是西方军备的供应
枢纽，需要将其关闭。

报道称，被解放领土的地位是另一个问
题，目前仍不明朗。也许只有在俄罗斯最大
限度地达成军事目标后才能最终确定。

乌克兰未来几个月的军事和政治现实在
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测的，但可概括一二。
首先，基辅和部分西方同情者竭尽所能地拖
延地面军事行动，手段包括乌军死守必将失
陷的阵地和西方提供武器。

然而，乌军必将在顿巴斯溃败，此后乌克
兰的整个政治和社会局势或翻天覆地，因为
其他战线的形势也将迅速变化。在这方面，
解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具有特殊意义。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德国慕尼黑6月25日电 当地时
间25日，德国慕尼黑正严阵以待一场针对七
国集团（G7）峰会的抗议活动，预计有数万人
参加。

七国集团峰会计划于 6 月 26 日至 28 日
在距慕尼黑100多公里的加米施-帕滕基兴小
镇举行，北约峰会计划于6月28日至30日在西
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有分析指出，包括议
程在内种种已公布的安
排，再次充分暴露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鼓吹集团对
抗。以下三点尤其值得观察，显示西方国家
内部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分歧。

第一，图谋拉人制俄，恐怕难获响应。
乌克兰危机无疑是两场峰会的重点议

题。西方阵营邀请印度等国家领导人参会，
希望劝说他们改变立场，从而实现“孤立俄罗
斯”的意图，但印度等国坚持中立立场，拒绝
跟随西方脚步发起对俄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紧张、粮
食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不愿加入

西方阵营，因为这些国家十分清楚，搞阵营对
抗无助于解决当前乌克兰局势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

第二，图谋北约扩张，反对意见强烈。
在北约即将举行的今年以来第三次峰会

上，重点议题包括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援、审
议芬兰瑞典入约等。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已因自身关切问题而
明确表态反对芬兰和瑞典“入约”。北约国家
民众对北约持续扩张也有很多反对声音。

担心抗议示威活动过多，德国警方不得
不出动1.8万名警察来保障G7峰会，并对会
场所在地实施封锁。慕尼黑日前已发生针对
G7峰会的纵火事件。

此外，自6月24日起，在西班牙、美国等
国也计划举行多场抗议活动。其中，抗议者
将在马德里举办一场名为“不要北约”的“和
平峰会”。据主办方介绍，未来数日内将在全

球多座城市以及社交媒体上接连举办一系列
活动，抗议北约扩员及持续推动乌克兰危机
升级，呼吁俄乌尽早恢复谈判。

第三，图谋挑事，令人警惕和担忧。
北约峰会此次还别有居心地邀请了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有分析认
为，此举有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子。

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北
约身为“冷战遗孽”，却为
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不
断鼓吹集团对抗、挑起冲

突矛盾。“印太战略”背后隐藏的依然是美方
的霸权图谋，正在引发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国
家越来越多的警惕和批评。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
授顾清扬认为，美国想借乌克兰局势带来的恐慌
令亚太地区陷入一场地缘政治的冲突之中。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研究员安
娜·马林博格-乌伊说，美国不断图谋在亚太
地区制造分裂和对抗，只会给地区制造混乱
和不稳定，增加不确定性，将加剧亚太地区国
家的担忧。

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记者孙丁）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24日推翻近半个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
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
再受美国宪法保护。

美联邦最高法院 1973 年曾就“罗诉韦德案”做出
裁决，确认美国宪法保护女性堕胎的自由。但反堕胎
人士和团体一直寻求推翻这一判例。

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在
裁决书中认为，“罗诉韦德案”论证薄弱，没有解决堕胎
问题，反而激起争论、加深分歧。3名自由派大法官在
反对意见中说，随着“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数百万美国
女性失去一项基本的宪法保护。

联邦最高法院是在审议针对密西西比州一项堕胎
限制法的上诉案后做出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的。据
报道，美国20多个州预计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行为，
其中13个州的堕胎禁令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将
立即生效。

24日，堕胎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华盛顿国会山
上的联邦最高法院外分别举行示威活动，大批警察在
现场维持秩序。

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系统最终上诉法院，有
权评审和推翻下级法院裁决，同时也是美国宪法的最
终解释者。目前，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
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该法院近期接连公布重要裁
决，受到美国各界关注和讨论。

拜登欧洲行凸显三重战略意图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的判例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地时间23
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欧盟峰会同
意批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欧盟候选国。米
歇尔称，这标志着乌克兰向欧盟迈出了关键
一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今
天对欧洲来说是个好日子”。西方国家和乌
克兰对这一决定均表示欢迎，但俄罗斯方面
并不看好。克里姆林宫24日称，不希望该进
程进一步恶化俄欧关系。俄新社24日称，俄
外长拉夫罗夫在评论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获得
欧盟候选国地位的消息时表示，欧盟与这两
个国家发展关系不会给俄罗斯带来风险，欧
盟不是军事组织。

马克龙：这是对俄发出的强烈信号
俄罗斯《消息报》24 日报道称，23 日，米

歇尔发推文称：“欧洲理事会刚刚决定了乌克
兰和摩尔多瓦的欧盟候选国地位。这是一个
历史性的时刻，今天标志着两国在通往欧盟
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祝贺两国总统和
人民。我们的未来在一起。”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则表示，“这一决定加强了欧盟的实
力——再次向世界表明，面对外部威胁，欧盟
是团结和强大的”。但她也指出，在进入下一
阶段的入盟程序之前，这些候选国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不可能再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恢复“正常关系”。

乌克兰通讯社24日称，乌克兰总统泽连
斯基 23 日在推特上发文称：“我真诚地欢迎
欧盟领导人决定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身
份。”他认为，这一决定是朝着加强欧洲迈出
的最大一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盟用一
种欧洲视角去看待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
吉亚，这是对俄罗斯发出的“强烈信号”。

俄罗斯《观点报》称，摩尔多瓦议长格罗
苏 24 日表示，成为欧盟候选国后，必须支持
反俄制裁。他称：“我们将加入对俄罗斯的制
裁，使其停止敌对行动，停止杀人，并坐在谈
判桌旁。”

将是一段漫长旅程
“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信号”。俄《生意

人报》24日以此为题报道称，对于授予乌克兰
和摩尔多瓦候选国地位，欧盟峰会参与者也
表示，该决定更具象征性，两国未来成为正式
成员的道路漫长艰辛，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
做到。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23 日称，很显然，对
于乌克兰来说，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需要
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国内重大改革。“乌克兰不
应该高兴得太早”，德国《商报》24日表示，在
短时间内，乌克兰就被列入候选国。但是，巴
尔干地区的经历表明，这种地位的价值是多
么微不足道。北马其顿成为候选国已有 17
年了，仍在等待入盟谈判。

俄罗斯对欧盟给予乌克兰这一地位前景
并不看好。俄新社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说：“这些当然是欧洲内部事务。对我们
来说重要的是，这些过程不要给我们带来更
多问题，也不要给上述国家与我们的关系带
来更多问题。”

本报综合消息

顿巴斯战役后顿巴斯战役后，，俄俄军下一步剑指何方军下一步剑指何方

乌摩两国获欧盟候选国地位，俄罗斯表示不在乎

GG77、、北约双峰会北约双峰会，，西方有何图谋西方有何图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