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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叫停春季大规模联合军演
转而举行小规模“同盟”联合指挥所演习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韩国国

防部和美国国防部 3 日分别宣布， 两国

决定从今年起停止代号为 “关键决断”

和 “秃鹫” 的春季大规模联合军演， 为

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创

造条件。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同日发布消

息说， 两国将于 3 月 4 日至 12 日举行

代号为 “同盟” 的联合指挥所演习。

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 韩国国防

部长官郑景斗与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

汉 2 日晚通电话， 决定叫停今年春季联

合军演。

韩联社报道 ， 2007 年得名 “关键

决断” 的韩美联合军演将改头换面。 其

中， “关键决断” 联合军演变更为 “同

盟” 演习； “秃鹫” 联合军演变更为营

级以下的小规模野外机动训练。 韩国联

合参谋本部说， “同盟” 演习是为强调

韩美两国长期维持的伙伴关系和共同保

卫韩国及地区稳定的意志。 演习重点将

集中在朝鲜半岛全盘军事行动的战略、

作战和战术层面。

五角大楼发布声明， 说美韩同意以

新的联合指挥所演习和野外机动训练等

方式 “保持坚定的军事准备状态”。

媒体早先以韩美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 ， 韩美将缩减春季例行联合军演规

模， 以 “较小规模、 任务特定的演练”

替代。 按照其中一名官员的说法， 美韩

作出这一决定已经 “有一段时间”， 与

2 月底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无关。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美韩联合

军演耗资巨大且朝鲜方面视之为挑衅。

特朗普去年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首次会

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随后宣布暂

停美韩夏季联合军演。 一些规模较小的

美韩联合演习随后同样暂停。

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 韩国国防部

长官郑景斗向美方转达韩方希望， 即双

方 “在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讨论成果

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对话”。

一名韩国官员告诉韩联社记者， 韩

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下

周访问华盛顿， 会晤美国国务院对朝政

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

这名韩方官员说， 李度勋原希望美

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结束后在越南首都

河内与比根见面， 但后者随即陪同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菲律宾， “日程安排

不开”， 只好回华盛顿后再会面。 两人

会面的具体日程没有定。

特朗普和金正恩 2 月 28 日在河内

提前两个小时结束第二次会晤， 双方在

前后两天的会谈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朝鲜中央通讯社 1 日播发报道， 说

朝美领导人同意今后就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朝美关系发展 “保持密切联络”， 继

续作 “富有成效的对话”， 以解决河内

会晤中讨论的问题。

美国白宫说， 特朗普 2 月 28 日分

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文在

寅通电话， 告知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晤

情况。 特朗普说， 他将继续与金正恩对

话， 继续就相关事宜与日韩密切协调。

美国驻英国大使伍迪·约翰逊 2 日

撰文反驳美国农产品质量低劣的说法，

指认欧洲联盟农产品生产效率低下。

多家国际媒体解读， 约翰逊发表这

番言论的背景是英国拟本月底脱离欧盟

并打算与美国等国家磋商自由贸易协

定， 美英就食品安全、 动物福利标准等

事宜在政策层面上有分歧。

约翰逊在英国 《每日电讯报》 发表

文章， 说美国农产品 “十分安全”， 关

于美国所产 “氯鸡肉” 和 “激素牛肉”

导致不良后果的传闻误导公众。

美联社报道， “氯鸡肉” 指为清除

有害细菌而经由氯化物清洗液处理的生

鲜鸡肉 。 这一处理方式在美国十分普

遍， 在欧盟遭到禁止。

美英现阶段正着手磋商英国 “脱

欧” 后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美方

2 月 28 日就贸易协定提出多项反对意

见， 寻求减少乃至消除针对美国农产品

的贸易壁垒， 弥合双方在监管等领域的

分歧。

路透社以一些反对英国 “脱欧” 的

人士为来源报道， 如果英国和美国签订

协定， 意味着英国向美国 “氯鸡肉” 和

转基因农作物开放市场， 而英方多名内

阁大臣说不会以降低食品标准为代价，

谋求与美方达成贸易协定。

约翰逊写道， 英国面对的是一个错

误选择， “要么坚持欧盟方针， 要么发

现自己身边充斥质量最低劣的美国食

品 ”。 在他看来 ， 关于 “氯鸡肉 ” 和

“激素牛” 等具有煽动性并误导公众的

传闻是为陷美国农产品于 “最坏境

地”， 类似谣言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发起

的 “诽谤”。

英国定于 3 月 29 日正式 “脱欧”，

英国保守党政府与欧盟先前达成的

“脱欧” 协议草案至今没有获得英国议

会通过。

在约翰逊看来， 为应对全球人口增

长构成的挑战以及缓解相应的环境和健

康压力 ， 美国农场主主要依赖技术手

段； 与美国形成对比， 欧盟在农业领域

采取的做法 “过时”， 对全球而言 “不

可持续”。

依照他的说法， 在农业领域， 需要

展望未来， 而不是 “停留在过去”。

他认为， “氯鸡肉” 显而易见满足

公共安全标准； 肉牛使用生长激素能在

完全符合食用安全标准的同时以更低价

格和环境损耗生产更多肉制品。

《每日电讯报》 2 日刊载另一篇文

章， 说如果没有就保护英国农业与欧盟

签订协议， 英国将在 “脱欧” 后继续执

行欧盟食品和农产品规程 ， 持续 9 个

月。 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 这一举措释

放英国希望维持欧盟标准的信号， 而不

是奉行美国标准。

王逸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特意欲牵制伊朗 胡塞一心防范美国

自从去年 12 月， 在联合国斡旋

下，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就荷台达停火、 交换战俘

等问题达成一致后， 协议却迟迟未能

履行。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 3 月 2 日专

程访问沙特阿拉伯， 他和沙特外交事

务国务大臣朱拜尔共同呼吁所有武装

力量立即撤出也门荷台达， 以便打开

人道主义走廊。

然而，最近有消息传出，胡塞武装

表示要推迟第一阶段撤军计划。

这一消息并不意外。 从胡塞武装

角度考虑，撤军、或按协议所说的“重

新部署”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此后

荷台达市的海关收入归谁？ 是按照先

前那样归胡塞武装控制的银行， 还是

归哈迪政府所控制的银行？第二，撤军

后或撤军途中，沙特会否借机进攻，一

举夺取荷台达？

说到底， 胡塞武装担心的主要不

是沙特，而是沙特背后的西方支持，这

种支持可能在胡塞武装疏于防范时改

变力量对比。 自去年 6 月荷台达开打

后，美国给沙特提供了大量支持，这一

点沙特引以为傲而毫不讳言。而且，在

瑞典提出立即停火的安理会议案之

后，美英两国投了反对票，因为当时的

形势对沙特非常有利。胡塞武装明白，

沙特再不济， 毕竟纠集了 15 万大军，

如果在撤军过程中暴露出弱点， 被美

国发现后反馈给沙特， 占据空中优势

的沙特联军有可能重创己方。

至于交战半年多沙特仍未达到目

的的原因，除了联军战力薄弱外，根本

原因是胡塞武装得民心———其发展经

济、打击腐败，崇尚世俗的政治主张深

得也门广大贫困民众拥护。 胡塞武装

现在控制着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大多

数城市 、约 75%的人口 ，余下的地区

和人口由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和 “基

地”组织瓜分。

胡塞武装不愿放弃既有优势，沙

特则希望击败、 或者至少压制住胡塞

武装。 因此，停火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有意延续战火，沙特意在伊朗

在对也门发动空袭将近 4 年之

后， 沙特近来表现出了和平解决的意

愿， 这是因为受到了轰炸导致平民伤

亡剧增和“卡舒吉事件”所带来的双重舆

论压力。但从沙特的行为惯性推断，延续

战火的可能性更大些。 因为这样才能让

美国相信，继叙利亚之后，伊朗这个美国

在中东的头号敌人有可能赢得另一场战

争，而沙特正在竭力阻止这一结局。

作为目前的外交重点， 沙特正力求

美国继续在中东担任局势塑造者的角

色。 从美国近期举办旨在遏制伊朗的华

沙中东问题会议来看， 沙特的努力至少

取得了部分成功。

沙特之所以担忧伊朗， 除了人口基

数、综合经济水平、军事实力、民族凝聚

力等历史短板之外， 更因为其引以为傲

的“能源之王”的地位受到伊朗挑战。 眼

下沙特虽然主导石油市场， 但天然气这

一清洁能源日益受到市场重视。 伊朗天

然气占有量列世界第二，远非沙特能及。

有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制裁，伊朗在今后

5 年内每年可以输出 246 亿立方的天然

气，远超现有规模。这样的能量如得以释

放， 伊朗在欧亚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显

著提高。

这也就是为何沙特把伊朗与胡塞武

装捆绑、坚持推行也门战争的根本原因：

只要也门战争继续， 伊朗就是恐怖主义

的支持方， 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就不会

解除。

胡塞和沙特的梁子是如
何结下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胡塞武装与沙

特的关系原本要比伊朗近。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为阻止包括

也门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沙特

与以色列合作， 由以色列空军向也门一

些部落空投武器， 胡塞部落武装也在空

投对象之列。 这种关系到了本世纪初发

生变化。当时，沙特在胡塞部落首府萨达

的郊区建立了一个瓦哈比传教中心。 因

这一行动在胡塞社群、 尤其是青年中引

发思想混乱， 胡塞武装领导层由此制定

了他们的三反政策： 反引狼入室的萨利

赫政府、反输入瓦哈比思想的沙特、反沙

特背后的靠山美国。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开始接触伊朗，

引入了伊朗什叶派的一些主张。所以，

当胡塞武装向伊朗靠拢后， 让热衷打

教派牌的沙特平添一份怒气。

这些年来，由利比亚内乱、叙利亚

战争滋生的恐怖主义开始 “祸害”欧

洲， 西方媒体遂把恐怖组织的思想资

源与瓦哈比主义挂钩。 2018 年 3 月，

沙特王储萨勒曼在接受《华盛顿邮报》

采访时表示，向外输出瓦哈比主义，这

是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向沙特提出的要

求，为的是阻止苏联扩张。萨勒曼说的

基本属实， 而此前有美国专家说得更

为明确：美沙联手输出瓦哈比主义，以

对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 20 世

纪中东政治的一大特色。 萨勒曼的此

番表态是向美国传递一个信号： 我为

你背了黑锅，你不可以不管我。 眼下，

沙特想要对美国说的是： 以前我为你

捅了胡塞武装这个马蜂窝， 如今我要

摘掉马蜂窝，对抗伊朗，你不能只说些

停火的风凉话。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智库理事）

■ 唐见端

叙利亚媒体报道指责

新华社大马士革 3 月 2 日电 据叙

利亚媒体 2日报道，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当天在轰炸叙

利亚东部时使用了国际禁止的白磷弹。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说，国际联盟战机使用白磷弹

轰炸了 “伊斯兰国 ”位于代尔祖尔省巴

古兹镇农场地区的据点 ，“将数百平民

和被 ‘伊斯兰国 ’绑架的人员暴露在危

险中”。

报道说，由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

的“叙利亚民主军”和美军的存在，此次袭

击中受害平民的数量难以得到确认。

巴古兹镇是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

东部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的最后据点。

“叙利亚民主军”2 月9 日对巴古兹镇发

起军事行动，取得一定进展，随后攻势有

所减缓。 3 月 1 日晚 ，“叙利亚民主军”

重新进攻 “伊斯兰国 ”在巴古兹镇的据

守区域。

叙政府曾多次指责国际联盟使用白

磷弹袭击叙平民， 并呼吁联合国方面制

止这一行为。 但这一说法遭到美国国防

部否认。

2014年 8月， 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境

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当年 9月

将空袭范围扩大至叙境内并发起组建打

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叙政府认为此

举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并指责美国主

导的空袭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伤。

”于7月首次载人飞行，将两名美宇航员送往空间站

3 月 2 日，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用“猎鹰 9”火箭把“龙”商业载

人飞船送往国际空间站 ， 这是载人型

“龙”飞船的首次不载人试飞，也是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名下航天飞机 8 年前全

部退役后美方首次试飞载人型飞船。

美国东部时间 3 月 2 日凌晨 2 点

49 分03秒，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使用“猎鹰

9” 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将

“龙”飞船送入太空。大约 11分钟后，飞船

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空间站。

按照计划，“龙” 飞船在 3 日大约 6

时（北京时间 19 时）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送去超过 180 千克物资和设备 ，8 日返

回地面， 溅落在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大西

洋海域。

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多次发射的货

运型“龙”飞船不同，载人型“龙”飞船体

积和质量更大，有 3 扇窗户和 4 个座位，

并配备触摸屏幕电脑和生命支持系统。

飞船上的唯一“乘客”是名为“里普

利”的机械假人，他身穿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的白色制服，头部、颈部和脊柱等处装

有传感器，用以收集数据，为后续载人试

飞作准备。

根据设计，“龙” 飞船可以与国际空

间站自动对接和分离。 与空间站对接的

5 天内， 站内 3 名宇航员将对飞船作多

项测试。

航天局分管载人航天业务的副局长

格斯登美尔先前说， 技术人员已做大量

工作，确保“龙”飞船不会伤害国际空间

站和宇航员。

格斯登美尔 1 日告诉美国媒体记

者，“龙” 载人飞船首次试飞对美方而言

“至关重要”，美国航天局“航天飞机 2011

年退役以来，我们很快将首次从美国本土

发射搭载美国宇航员的美国火箭”。 航天

飞机退役后，美方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

完全“仰仗”俄罗斯飞船，每张“往返船票”

如今高达大约 8000万美元。

美国航天局商业航天机组项目寻找

承包商， 承担制造、 发射载人飞船的任

务，2014 年与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分别签订金额为 42 亿美元和 26 亿

美元的合同，两家企业分别研发“星际客

机”载人飞船和载人型“龙”飞船。

只是， 两种飞船研发过程中出现诸

多问题， 涉及设计方案和安全性能等方

面，首飞时间从最初计划的 2017 年一再

推迟。

按照美国航天局的计划，“龙” 飞船

本次试飞后， 将于今年 7 月作首次载人

飞行，将两名美国宇航员送往空间站。但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美方首次试飞载

人飞船安排在 2019 年底可能更为现实。

■本报记者 王卓一

”生纸每周人均消耗量高达三卷，加拿大每年逾40.5万公顷树木遭砍伐

随着气候变暖日益加剧， 全球各国

都在为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和扩大森林

覆盖率不断努力。然而，作为地球“绿肺”

的主要“杀手”，卫生纸在美国的消耗量

却始终居高不下。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最近发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使用

卫生纸最多的国家， 每周的人均消耗量

高达三卷。

消耗量接近其他国家总和

据“今日美国”报道，这份由美国自

然资源保护协会以及加拿大环保组织

Stand.Earth 共同发布的报告———《卫生

纸问题：美国人如何把森林“冲”进了马

桶？ 》显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使用卫生

纸最多的国家， 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周要

消耗掉三卷卫生纸， 是全球卫生纸消耗

量的五分之一。如果以年为单位，美国的

人年均消耗量为 141 卷， 接下去分别为

英国 （127 卷 ）、日本 （91 卷 ）和法国 （71

卷）。

市场研究公司欧睿国际提供的数据

进一步验证了美国作为“纸巾大国”的地

位。 该公司称，2017 年，全球家用卫生纸

的消耗额共计 120 亿美元， 其中美国就

占了 57 亿美元，接近世界其他国家的消

耗总和 ， 是位居第二的法国的消耗额

（6350 万美元）的 90 倍之多。

是什么让美国人对卫生纸的需求如

此巨大？ 消费者调查机构“好管家”主管

劳瑞·詹宁斯认为，卫生纸的巨大消耗量

代表了美国人对即时性满足的迷恋。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对卫生纸十分

推崇，在他们看来，卫生纸吸水性好，用

来做清洁十分方便， 同时还降低了交叉

污染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观念作用下，美

国人常常扯下大量的卫生纸擦干双手，

做饭时用卫生纸代替抹布擦拭台面上的

污渍， 家中总是囤积着大量的卫生纸以

便随时取用……

不可否认， 如此庞大的卫生纸消费

量背后，是美国强大的经济支撑。与美国

人习惯用纸巾来做清洁相比， 世界上其

他地区的人们则主要使用非一次性的清

洁工具，例如拉丁美洲常用硬毛刷，中东

地区偏爱毛巾，在欧洲海绵更受欢迎。除

此之外， 美国国内不同人群对于纸巾的

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 收入相对较低的

家庭更倾向于使用抹布、毛巾，而中产阶

级和富裕家庭则更多地依赖卫生纸，以

满足他们对“高效、便捷”的追求。

令人遗憾的是，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

加入到卫生纸“消费大军”的队伍中来。

欧睿国际预测，到 2022 年，全球卫生纸

消耗量将在目前水平上再增长四个百分

点。未来几年内，美国、法国、日本等传统

“大户” 的卫生纸消费量只会持续增加，

而不是减少。

加拿大森林为美国的卫
生纸“埋单”

卫生纸大量消费的背后， 是令人惋

惜的资源浪费和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而为美国人这一生活方式“埋单”的却是

邻国加拿大，而非美国自己。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的这份

报告指出，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次性卫生

产品的原材料木浆，大都来自加拿大北部

原生林中的木材。伐木企业每年在这里砍

伐超过 40.5 万公顷的树木， 由于过度砍

伐，21 世纪以来这片森林的面积减少了

逾 9%，已经严重威胁到当地原住民的生

活以及驯鹿等野生动物的生存。

“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日常使用的卫生纸来源于原始森林，而

砍伐这些林木会对地球资源造成极大的

消耗。”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加拿大项目主

任斯威夫特表示，“保护加拿大原生林，

对于防止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

毋庸置疑， 卫生纸等一次性卫生产

品的过多消耗会加快全球变暖的进程。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森林所发挥的作用

不言而喻。 为此，报告建议人们尽量降低

卫生纸的使用量，并点名宝洁、金佰利、乔

治亚-太平洋等三家卫生产品生产巨头减

少原生木浆的使用量，改用再生材料或替

代纤维等环保材料生产卫生纸。对此金佰

利公司承诺， 在 2025年之前将产品中原

生木浆的使用量减少 50%。

事实上， 从环保角度而言， 大量使

用卫生纸的后果并不局限于对原始森林

的破坏， 产品运输过程中所需的化石燃

料以及产品使用后产生的废弃物， 同样

是环保领域的 “杀手”。 根据美国国家

环境保护局发布的数据 ， 2015 年 ， 全

美共产生了 74 亿磅 （约 33.6 亿公斤 ）

的纸质垃圾， 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家庭卫

生用纸。

劳瑞·詹宁斯在接受 《大西洋月刊》

采访时表示，“如果无法摆脱对卫生纸的

依赖，那不妨从改变使用习惯开始。 ”詹

宁斯建议，大多数情况下，将纸巾稍作清

理便可重复使用，直至达到使用极限。

■本报记者 陆纾文

3 月 3 日，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 (左) 与也门内政部长阿玛斯利在亚丁举行会晤。 视觉中国

马克龙宣布13名法籍“伊斯兰国”成员将在伊受审

随着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

行动渐入尾声， 是否允许参加 “伊斯兰

国” 的本国籍人员回家， 成为多个西方

国家面临的难题。

法国政府近日给出了最新解决方

案。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拉克总统萨利

赫于当地时间 2 月 26 日在爱丽舍宫结

束了为期两天的会谈。 在会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 双方领导人公布了 13 名法国

籍 “伊斯兰国” 成员的未来命运———他

们将在伊拉克接受审判， 而不是回到法

国再面临起诉。

萨利赫表示 ， 13 名法国籍 “伊斯

兰国” 成员是被 “叙利亚民主军” 库尔

德武装俘获后， 移交给伊拉克政府的。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13

名法国人将受到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指

控， 根据伊拉克法律可能被判处死刑。

对于 “伊斯兰国” 外籍人员来说，

类似的情节在近期接连重演。

美国总统特朗普 2 月 21 日表示 ，

他禁止阿拉巴马州长大的 “圣战新娘”

霍达·穆萨纳返回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

随后对穆萨纳的美国公民身份发出质

疑。 今年 24 岁的穆萨纳 4 年前用大学

学费偷偷买了机票， 取道土耳其抵达叙

利亚后加入 “伊斯兰国”。 她先后与来

自澳大利亚 、 突尼斯和叙利亚的 3 名

“伊斯兰国” 成员结婚。 但如今， 穆萨

纳和她 18 个月大的儿子正努力争取回

到美国。

英国政府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19 岁

的“圣战新娘”沙玛·贝居姆 2 月 13 日向

外界表示， 她和刚在叙利亚出生的孩子

想要“回家”。但据英国内政大臣表示，英

国可能阻止贝居姆回国， 她正面临着被

剥夺英国国籍的处境。 2015 年，15 岁的

贝居姆和另外两名女生一同离开伦敦，

来到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 其丈夫是

一名为“伊斯兰国”作战的荷兰人 ，3 周

前已向“叙利亚民主军”投降。

据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份研

究报告显示， 在 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之间， 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约 4.1 万

人加入 “伊斯兰国”。 在来自西欧国家

的 5904 名 “伊斯兰国 ” 武装人员中 ，

来自法国的人数最多， 德国次之， 英国

排名第三。 据估计， 绝大多数外籍成员

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阵亡， 其他人则被

逮捕或移交给别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