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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华社柬埔寨暹粒11月22日电 正在柬埔
寨出席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魏凤和22日应约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
汀举行会谈。

魏凤和首先介绍了中共二十大有关情况。他
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七次峰会上举行会谈，达成一系列重要共
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中美关系
面临的局面，责任在美方不在中方。中方重视发
展两国两军关系，但美方必须尊重中方的核心利
益。希望美方说到做到、信守承诺，把两国元首共
识真正落到实处，采取理智务实对华政策，推动
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魏凤和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
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台湾是
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
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干涉。中国军队有骨气、有
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会谈中双方认为，两军应认真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沟通接触，加强危机管控，
努力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

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乌克兰危机、南
海和朝鲜半岛问题等交换意见。

继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后

中美防长在柬会谈

■本报记者 陆依斐

11月21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马尼拉与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面，谈及双边关系和地区局
势等议题。舆论认为，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哈里斯
此行旨在修复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加强军事等
领域合作。不过，哈里斯此行不乏争议。

有何考量？
在结束泰国行程后，哈里斯20日晚飞抵马

尼拉，并于21日会见马科斯。
根据美方声明，哈里斯表示，美国与菲律宾

“站在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
不受阻碍的合法贸易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包括
航行和飞越自由”。

马科斯表示，地区局势风云变幻，美菲关系
显得更加重要。

据悉，双方还涉及经贸合作、粮食和能源安
全、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

哈里斯还于22日前往菲律宾巴拉望岛，由
此成为到访巴拉望岛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

此行备受关注，因为巴拉望岛毗邻南沙群
岛，被一些外媒称为“菲律宾与中国海上主权争
端的最前线”。哈里斯坚持到访敏感地带，颇有
“拱火”之嫌。有外媒称，此举“颇具象征意义”，是
在“向中国传递美国意图”。也有舆论担忧，此举
恐将导致地区局势紧张。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哈里斯三个月内第二次
来到亚洲，她也是近五年来到访菲律宾的最高级
别美国官员。

从时间来看，哈里斯此行发生在地区和国际
局势微妙变化的背景下。

首先是美菲关系。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领导下，美菲关系发展并不顺利。而随着马科斯
今年6月上台，美国看到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
美国总统拜登已与马科斯两度会面，国务卿布林
肯也于8月到访马尼拉。因而有评论称，哈里斯
此行标志着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

其次是地区局势。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试
图构建遏华包围圈。哈里斯此行还发生在台海局
势趋向紧张的背景下，因此华盛顿可能希望与地
区国家尽快加强协调。

从访问对象国来看，菲律宾不仅是美国在亚
洲地区昔日的盟友，如今更是重要的战略伙伴。

在地理位置上，观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个
盟友（澳大利亚、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泰国），菲
律宾离台湾地区最近。如果美国将来插手台海局
势，需要菲律宾方面提供协助。

在外交关系上，菲律宾与美国是军事盟友，而
中菲之间存在海洋争端。因此，在美国试图遏制中
国崛起的过程中，菲律宾是一个值得拉拢的伙伴。

不乏争议
不过，哈里斯此行颇具争议，不仅难以如愿，

还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紧张。
首先，不少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

站队，而是期待和平发展。马科斯曾多次表示：
“不能让海上问题定义整个菲中关系。”

其次，在一些关键议题上，美菲两国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仍存疑问。

同时，美国在与菲律宾的合作中带有多少真
心实意，也引发疑问。

此外，哈里斯此行遭到菲律宾民众抗议。
当被问及对哈里斯此访有何评论时，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毛宁21日表示：“我们不反对美方同
地区国家开展交往，但有关交往应该有利于地区
和平稳定，不应损害其他国家利益。”

微妙时刻，哈里斯首访菲律宾

美菲关系迎来转折？

■本报记者 杨瑛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消
息，雅加达时间11月21日13时21分（北京
时间14时21分），印尼西爪哇省展玉地区发
生5.6级地震。震中位于展玉地区西南方向
10公里处，震源深度为10公里。这次地震没
有引发海啸风险。

据印尼国家抗灾署22日公布的最新消
息，地震已致268人死亡。消息说，地震发生
后，超过5.8万人被迫离家避难，仍有151人
处于失踪状态，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另据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22日消
息，经与印尼外交部领事司核实，暂无中国
公民伤亡的报告。

印尼总统佐科22日前往震中展玉地

区，表示政府将提供资金，用以重建被损毁
房屋，新建房屋必须符合抗震标准。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表示，附
近一所医院震后断电，阻碍了伤员救治工
作，救援需要更多医务人员。印尼政府已在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设置47个提供医药和食
物的救助点。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人员
和志愿者仍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是世界
上地震和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每年发生
大小地震数千次。今年2月，西苏门答腊省
发生6.2级地震，造成至少25人死亡、400多
人受伤。2018年9月，中苏拉威西省栋加拉
县发生7.4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
成2000多人死亡。

印尼地震已致268人死亡
搜救仍在进行中，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本报记者 裘雯涵

当地时间11月21日，在卡塔尔世界杯
开幕后的第二天，刚在亚洲参加完一系列会
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行色匆匆地抵达
卡塔尔。此次访问中，布林肯反复提及自己
的球迷身份，期望开展一场“体育外交”，还
抽空看了美国队对阵威尔士队的球赛。不
过，这场为期2天的访问显然不只是为了看
球赛，布林肯此访有何目的？美国最高级别
外交官加入出席卡塔尔世界杯的国际政要
名单中，又意味着什么？

“体育外交”入正题

作为一名“足球终生爱好者”，布林肯显
然对此次卡塔尔之行兴致昂扬。

当地时间21日，布林肯抵达卡塔尔，先
是参加一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活动，随后在
当晚观看世界杯小组赛B组首轮美国队对
阵威尔士队的比赛。这场比赛以1比1战平。

22日，布林肯的“体育外交”也进入正
题。当天，美国与卡塔尔举行第五届战略对
话，布林肯与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
默德出席对话会。

据美国国务院和卡塔尔媒体方面透露，
此次战略对话涉及地区稳定、全球卫生、防
务合作、劳工和人权、能源贸易合作等诸多
议题。布林肯在出发前表示，美国将致力于
与卡塔尔之间的“长期友谊和牢固的伙伴关
系”。

分析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显然不只是
为了看球赛这么简单，而是围绕地区、能源
等议题展开。

首先，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能源问题仍
是布林肯此行重点之一。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表示，拜登政府上台
后，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但俄乌冲突
以来，美国不得不增加对中东地区的投入，
希望中东国家弥补制裁俄罗斯后欧洲出现
的巨大能源缺口。

眼看北半球已进入冬天，卡塔尔显然已
成为西方需要拉拢的重要对象。据悉，卡塔
尔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与伊朗，且现为
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

在地区层面，如何进一步缓和地区国家
关系可能也是此行讨论的主要议题。

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
和埃及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
区安全”为由，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
卡塔尔实施制裁和封锁。在“断交风波”中，
土耳其政府公开支持卡塔尔，加强双方经
济、政治合作。

刘中民指出，布林肯可能希望借访问机
会，进一步弥合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与土耳
其间的分歧，特别是推动沙特与卡塔尔关系
的稳定和改善，让其共同对抗伊朗。

舆论指出，伊朗问题也是此行绕不开的
话题之一。

近日，伊核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伊朗生
产的浓缩铀丰度已高达60%，接近武器级。
此外，伊朗国内为期数月的抗议活动也引发
外界关注。外界认为，布林肯此行预计希望

在伊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上，再次发挥卡塔尔
的桥梁和枢纽功能。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卡塔尔就形成了

‘小国大外交’的风格，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角
色。”刘中民表示，卡塔尔与地区各方势力都
保持接触，往往发挥着重要第三方的作用。
沙特等国孤立卡塔尔时，就曾指责后者与伊
朗关系过近。去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卡
塔尔成为美方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接触的
桥梁。

不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
指出，由于卡塔尔一向奉行“居中不得罪”的
外交哲学，与伊朗政府也保持着微妙互动，
因此可能不愿介入伊朗问题之中。

在国际层面，中国因素可能也是布林肯
聚焦的重要议题。

今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首访中东时，
曾声称不会允许中俄在中东“填补真空”。近
年来，美国不断迫使地区国家“选边站队”，
为地区国家与中国合作制造麻烦。不过，单
从此次世界杯来看，“中国存在”就十分抢
眼，不仅场馆建设有很多“中国制造”，中国
石化还与卡塔尔能源公司签署了为期27年
的液化天然气（LNG）长期购销协议。

刘中民认为，中方签署的长期天然气协
议，恐怕是西方无法提供给卡塔尔的，对其
他中东国家也起到表率作用。对此，美国可
能会借安全问题等，在中国问题上再次向卡
塔尔施压。

对美重要性上升

作为史上首次举办世界杯的阿拉伯国
家，卡塔尔在吸引世界目光的同时，也难免
引来争议。

近日，有西方媒体报道称，在卡塔尔建
设世界杯场馆期间，数千名外籍劳工在恶劣
的施工条件下死亡。虽然这一数据被指有意
夸大，但仍在西方舆论界引发争议。

对此，美国“政客”网站认为，布林肯在争
议声中访问卡塔尔是一个信号——随着欧洲
天然气紧缺，卡塔尔已成为西方在能源安全方
面的关键战略盟友。

事实上，卡塔尔与美国关系一向很近。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卡

塔尔与美国建立起紧密的盟友关系，双方还开
展军事合作，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已成为
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今年1月，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
姆访美期间，拜登称卡塔尔是美国的“可靠伙
伴”，给予卡塔尔“非北约盟友”的地位。这同拜
登政府对沙特、阿联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对沙特的“石油外交”受挫后，卡塔尔
的重要性是否正在凸显？

对此，王晋认为，在地区国家中，沙特依然
是阿拉伯世界“老大”，但随着世界能源格局发
生变化，卡塔尔在能源方面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由于美国游说沙特未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不愿增产，因此美国只能
寄希望于卡塔尔，向其施压增产天然气。

刘中民也认为，美国原来将重心放在沙
特、阿联酋上，但这两个海湾国家在增产石油
一事上让美国感到很不“给力”，“在美沙关系
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卡塔尔对美国的战略重要
性正在相对上升。”

但刘中民也指出，双方关系的升温仍有限
度。对于卡塔尔而言，2017年“断交风波”带来
的教训是，既要彰显“小国大外交”，也要顾及
海合会“领导”沙特的面子。对于美国而言，在
中东陷入被动局面之下，美国需要卡塔尔这个
重要第三方发挥作用，但也无法完全抛弃沙
特。美国可能会既利用卡塔尔与沙特间的微妙
关系对双方加以制衡，又要作为平衡者来调和
两者关系共同对抗伊朗。

重塑地区、国际角色

不仅美国与卡塔尔关系有所升温，外界注

意到，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上出席的国际政要名
单“信息量”也很大。

20日晚，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阿联酋副总统兼总
理穆罕默德等地区国家领导人纷纷抛下分歧，
出现在开幕式上。这些地区重量级人物的出
席意味着什么？
“尽管足球与政治无关，但地区大国错综

复杂的关系已反映到卡塔尔世界杯上。”刘中
民指出，沙特王储等人出席，土耳其总统与埃
及总统在开幕式上高调握手言和，呈现出当前
地区和解的趋势和潮流。

王晋认为，卡塔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间的
关系，一直是影响本届世界杯举办的重要因
素。早在2009年申办之时，卡塔尔就提出，要
将2022年世界杯建设成阿拉伯国家团结协作
的象征。经过“断交风波”后，本届开幕式上一
众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围坐在卡塔尔埃米尔身
旁，显示出阿拉伯世界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支
持，让此次世界杯成为展示阿拉伯世界形象的
重要舞台。

不过王晋也指出，卡塔尔的发展定位是打
造欧亚非新枢纽，这一定位与阿联酋、巴林等国
的发展策略相似，未来这些地区国家间仍存在
相互竞争关系，可能也会引发新的地区冲突。

分析人士还指出，主办世界杯也将成为卡
塔尔重塑国际角色的重要抓手。

王晋表示，卡塔尔在世界杯上投入2200

多亿美元，在沙漠中建成恒温足球场，可以说
不可思议。卡塔尔已经将世界杯打造成一张具
有全球知名度的“名片”，在国家形象宣传上起
到作用。

刘中民认为，此次世界杯，卡塔尔克服了
俄乌冲突、疫情和自然条件下的种种困难，已
相当不容易。这既得益于卡塔尔的石油财富，
也与卡塔尔20多年来积累的国际形象分不
开。作为在阿拉伯世界首个承办世界杯的主办
方，卡塔尔已赚足面子，此次世界杯也将在阿
拉伯世界历史上留下标志性印记。

布林肯访卡塔尔，不单单为看球
讨能源、谈伊朗、协调地区国家关系等都是此行重点

11月21日，救援人员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展玉开展救援工作。 新华社发

11月21日，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中）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艾
哈迈德 ·本 · 阿里体
育场观看2022年卡
塔尔世界杯小组赛B

组首轮比赛，美国队
对阵威尔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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