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国集团（G7）领导人 6 月 27 日在德国
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向乌克兰提供

“持续支持”。乌克兰总统则于当天告诉G7
领导人，希望乌克兰的战事“在冬季来临之前
结束”。继前一天美国总统“预报”G7将禁止
从俄罗斯进口黄金后，27日从峰会上又传出
G7将“尝试限制俄罗斯石油的价格、目标是
让俄罗斯挨饿”的消息。但正如美媒所说，俄
乌军事冲突爆发已经超过4个月，那个“让普
京承受痛苦、迫使他撤军”的制裁计划迟迟没
能奏效，相反结盟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却面临
着越来越大的经济痛苦，包括法德在内的一
些欧洲国家都做好了退回“煤炭时代”的预
案。“能勒住俄罗斯熊吗？”西方媒体一边清点
着制裁俄罗斯工具箱里的存货，一边反复地
问着这个问题。

GG77发声明发声明““持续支持持续支持””乌克兰乌克兰

据俄塔社报道，当地时间 27 日，泽连斯
基在G7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感谢G7国家
的支持，并呼吁加强对俄制裁：“G7国家在制
裁方面的一贯立场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应
进一步加强制裁，特别是通过限制侵略者石
油出口价格。”他表示，战斗条件不佳将使他
的部队在发动反击时更加艰难，呼吁为乌克
兰提供防空系统，帮助出口粮食，协助国家重
建，并表示希望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能够
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

随后，G7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只
要需要”，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支持。“我们将
持续提供财政、人道主义、军事和外交支持，
并在必要时与乌克兰站在一起。”G7关于支
持乌克兰的声明这样写道。声明还表示，未
来的和平解决方案将由乌克兰自己决定，“不
受外部压力影响”。

据英国《卫报》27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
周末，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包括对
首都基辅的空袭。俄塔社26日称，当天乌克
兰军队袭击了克里米亚的黑海钻井平台，这
是一周内的第二次袭击。加拿大周日向波罗
的海和北大西洋部署了两艘战舰，加强北约
东翼对俄罗斯的应对。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27日报道，美国计划最早在本周
宣布，已为乌克兰购买了先进的中远程地空
导弹防御系统——“挪威先进防空系统”
（NASAMS），可打击16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

另据德国《南德意志报》27日报道，印度、
印度尼西亚、南非、塞内加尔和阿根廷等国的
领导人也将参与当天G7的会程。峰会第二
天的议题还包括健康、能源和气候、全球粮食
形势等。

试图限制俄石油价格试图限制俄石油价格？？

白宫27日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美国总统
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就欧洲
能源安全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和欧盟委员
会将共同努力，寻找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
减少俄罗斯能源收入的方法，以进一步削弱
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所需的资金来源。“G7
领导人将试图限制俄石油价格，”CNN27日
引用一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高官的话称，“这
里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挨饿。”

同天 CNN 的另一篇报道称，为了让中
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更难继续从俄罗斯进口
石油，欧洲打算逐步“禁止为运载俄罗斯原油
的船只提供保险”。另外，在欧洲的支持下，
美国可以对继续与俄罗斯做生意的第三方国
家实施所谓“二级制裁”，就像美国对伊朗和
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报道称，美国政府“没
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此举将会遭到更大的
政治阻力，产生更多混乱。

俄罗斯《生意人报》27日称，G7 国家正在
讨论通过运输和保险的限制来对俄罗斯油价
实施上限的可能性，这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产
油国的阻力，因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此外，
所有石油进口国都不太可能遵守G7规定的
石油价格上限规则，“因此，这一计划不会成
功”。

此外，据德国《南德意志报》报道，美国将
宣布对 570 种俄罗斯商品征收新关税，并使
用制裁措施打击俄罗斯的国防供应链。G7
领导人还将投票表决制裁“对侵犯人权行为
（如战争罪）负有责任的人”，美国国务院将对
大约 500 名俄政府官员实施入境禁令。

尽管G7峰会高调展示“团结应对”，英国
广播公司（BBC）27日称，最近几周，西方国家
在俄乌问题上的团结“有所动摇”，一些领导

人开始讨论与俄罗斯的“长期关系”。有英国
政府官员表示担心，尤其是法国，随着国内政
治压力的加大，它正在失去对这场“长期战
争”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印度尼西
亚、南非等国的领导人会被邀请参加 G7 峰
会，讨论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全球通
胀。

““能勒住俄罗斯熊吗能勒住俄罗斯熊吗？？””

虽然 G7 峰会又把制裁俄罗斯的工具
箱翻了一遍，但西方舆论对于制裁俄罗斯
的兴趣似乎正在下降。“俄罗斯一直在赚
钱”，CNN27 日称，美欧目前正在讨论几
项措施，包括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价格、
由欧盟集中采购、禁止船舶保险，以及施
压继续从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国家等，它们
都有不利的一面。哥伦比亚全球能源政
策中心学者约翰斯顿表示：“有一些工具

可以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力度，但它们会
让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直接付出巨大代
价。”

美国彭博社 27 日报道，随着两张欧元
债券息票的宽限已于 26 日到期，俄罗斯面
临“自 1918 年以来首次外债违约”。对此，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贾巴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是西方银行冻结了（偷走了）属于我国的
巨额资金”。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7
日表示，不同意说俄罗斯发生债务违约的
论断，资金无法到达所有者手里，问题不在
俄方。他提醒称，俄财政部早在 5 月份就
用外币支付了一笔款项，这笔钱没有送到
收款人手中，这不是俄罗斯的问题。俄金
融分析师别利亚耶夫称，俄罗斯有钱，俄罗
斯违约是不可能的，它也不会对俄的经济
产生任何影响。

“能勒住俄罗斯熊吗？”美国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网站发表文章称，制裁对俄罗斯的
短期金融影响，自 5 月以来似乎已经降低。
减少能源出口不会对莫斯科的财政状况造成
致命影响，因为俄罗斯政府目前的资产负债
表状况良好，公共债务为 2840 亿美元，仅占
2021 年 GDP 的 16%。“美国领导的联盟因制
裁俄罗斯面临挫折和痛苦。”《纽约时报》26日
称，“在华盛顿和欧洲各国，一个日益突出的
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在进一步对俄制裁问题上
可能出现严重分歧。”

“冯德莱恩希望与普京一起参加二十国
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德国《明镜》周刊27
日称，26日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她公
开反对抵制 G20 峰会——即使普京将出席
会议，“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考虑我们是否会
瘫痪整个 G20，我不提倡这样做”。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休斯敦6月27日电（记者 徐剑
梅）美国执法人员27日在得克萨斯州一辆
大货车车厢里发现46具移民遗体，这是美
国近年来已知最严重的移民死亡事件。当
地官员说这是一起“人间惨剧”。

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警方和消防
部门当晚在记者会上说，当天18时许，一名
男子在该市一处路口发现一辆疑似被弃的

大货车并听到车厢里传来呼救声，走近后
看到车厢内有人死亡，随即报警。

执法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车
厢里“尸体成堆”。车厢里没有水，空调也
未工作，幸存人员体温较高且虚弱无力，甚
至无法自行下车。

6月以来，得州热浪滚滚。据气象部门
消息，圣安东尼奥市27日最高气温达38摄

氏度。美国媒体报道说，在挤满人的车厢
里，实际温度更高。

警方和消防部门还说，死者均为成年
人。从车内救出 16 人并送往医院，其中
包括 4 名未成年人。目前尚不清楚车厢
里人员的身份、国籍和具体人数。警方
已拘捕 3 人，目前正调查他们与这起事件
的关联。

圣安东尼奥市市长尼伦伯格在记者会
上说，这是“一起可怕的人间惨剧”。墨西
哥外长埃布拉德在社交媒体上形容这起事
件为“悲剧”，表示墨领事官员已赶往事发
地。

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高度关注的
问题，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争斗的重点
领域。正在谋求连任的得州共和党籍州长
阿博特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拜登
政府的边境政策，声称“这些（移民的）死亡
是拜登造成的”。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关执法
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圣安东尼奥市警
方认为这起事件涉嫌人口走私，目前正在
进行调查。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美
国边境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
近24万人，再创新高。

得州地处美国中南部，同墨西哥接
壤。2017 年 7 月，在圣安东尼奥市一家超
市停车场发现一辆载有39名移民的货车，
车内无水、无空调，车上10人因中暑、窒息
及脱水而死。

4646名移民命丧美国货车成名移民命丧美国货车成““人间惨剧人间惨剧””

泽连斯基希望入冬前结束战斗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
尔滕贝格6月27日说，本周在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议将决
定扩充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规模从当前大
约4万人增至30多万人。

【【冷战后冷战后““最大改造最大改造””】】

斯托尔滕贝格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北约总部的记者会上说，扩充快速反应部
队是北约应对“战略竞争时代”的举措之
一，与派遣更多北约作战部队协防北约东
翼成员国等举措一起，将成为“冷战以来集
体防御和威慑的一次最大幅度改造”。

他说，北约派遣的快速反应部队将与
驻在国军队一同演练，以便“熟悉当地地
形、设施和我们预先部署的军事装备，让部
队能够顺畅、迅速地对任何紧急情况做出
反应”。

北约于2003年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现
有兵力大约4万人。

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
事行动后，美国主导的北约决定调遣北约
快速反应部队数千兵力前往俄罗斯和乌克
兰周边的北约东翼成员国，以“增强防御力
量”。据美联社报道，这是北约首次将快速
反应部队用于防御。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北约官员告诉路
透社记者，扩充后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具
体规模和组成还有待确定，计划2023年完
成改编。

【【峰会强化对俄立场峰会强化对俄立场】】

30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定于6月28日
至30日在马德里举行会议，预期在扩充北
约快速反应部队计划之外，还将决定向乌
克兰提供一揽子“增强综合援助”方案，包
括提供保密通信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等装
备。

斯托尔滕贝格说，从长远目标来说，北
约盟国期望帮助乌克兰国防力量从“苏联
时期装备”向“现代化北约装备”转型。

北约公布各成员国最新军费数据，显
示美国的欧洲盟友和加拿大连续第八年
增加防务支出。斯托尔滕贝格说：“到今
年年底，这些国家自 2014 年做出防务投
入承诺以来，将额外支出超过 3500 亿美
元。”

冷战结束后，北约成员国普遍削减军
费预算。2014年乌克兰问题导致俄与西方
国家关系紧张加剧后，北约国家军费开支
有所增长。同年，北约各成员国同意到
2024 年本国防务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往后数年，以德国为代表的多
数成员国军费增长速度没有“达标”迹象。
唐纳德·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不断催促、
抨击欧洲盟国领导人，一度引发美欧关系
紧张。

乌克兰局势 2 月升级后，形势迅速改
变。按照斯托尔滕贝格的说法，现在已有9
个北约成员国“达到或超过”2％这一军费
开支目标，19个国家已有“2024年年底前达
标的清晰计划”。在北约内部，“越来越多
意见认为2％只是下限，而非上限”。

斯托尔滕贝格说，他期待各盟国借这
次峰会清晰表明对俄罗斯最新立场，把俄
罗斯视为对北约安全“最重大和直接的威
胁”。

他不忘把北约对俄立场转变归咎于俄
方，指认俄方“放弃了北约多年来尝试与俄
罗斯建立的伙伴和对话关系”。2010年在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
约称俄罗斯是“战略合作伙伴”。

俄罗斯指责北约违背承诺，罔顾俄方
基本利益，多年来不断“东扩”，逼近俄罗斯
边界，威胁俄国家安全，今年以来双方一系
列安全对话无果而终；2 月 24 日以后又向
乌克兰源源不断输送武器，加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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