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天下A24 2018-08-20 星期一·焦点 96369 8457123责编:柴晓萍 主任:张平 责校:菊林 热线:

本报地址：西宁市长江路5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广告部电话 6125601 排版：西海都市报社编辑部 订阅价 0.30元 零售价 0.50元 (列车1.00元)
邮政编码:810000 青工商广字6300004000084号 发行部电话 8220096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法律顾问:庞顺泽、刘文育、余萍

新华社柏林8月 19日电 德国总理默克
尔 18 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以北的梅泽贝格小
镇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探讨
了乌克兰局势、叙利亚冲突以及双边合作等
问题。

德俄两国领导人今年互动频繁，这是默
克尔和普京近三个月内的第二次会晤，上月
默克尔还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以及俄武装力量
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举行了会晤。分析人士
认为，德俄两国虽然在乌克兰等问题上依然
存在深刻分歧，但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美国
奉行单边主义的大背景下，两国有必要加强
合作，实用主义色彩在两国关系中日益凸显。

两国进行“对表”
默克尔和普京当天举行了三小时左右的

闭门会谈。两国领导人打破常规，在会谈前
召开记者会，发表对国际热点问题以及双边
关系的看法。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默克尔说，明斯克
协议仍是基础，她将与普京讨论联合国维和
部队驻扎乌克兰东部的可能性。普京对乌克
兰危机解决没有取得进展表示遗憾，并强调
明斯克协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叙利亚冲突，默克尔强调首先应避
免在叙北部伊德利卜省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普京则敦促欧洲增加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
助，帮助叙利亚难民返回祖国。

在双边关系方面，默克尔表示，今年俄罗
斯和德国举办地区合作主题年，这有助于增
加彼此了解。普京说，俄罗斯重视与德国在
经济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去年双边贸易额
增长 22％，今年预计将增长 25％。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闭门会谈结
束后说，会谈非常有益而且细致，双方就一系
列问题进行了“对表”。他说，普京与默克尔
支持在俄罗斯、德国、法国、土耳其四国框架

内讨论叙利亚问题，并共同呼吁欧盟帮助叙
利亚难民返乡。

推动能源项目
备受美国特朗普政府抨击的“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是此次会谈的重点。两国领
导人强调，该项目是纯粹的经济合作项目，不
应该被政治化。

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德国进口天然气中
的 50％至 75％来自俄罗斯。“北溪－2”经波
罗的海直接连通俄德两国，其建成通气后，不
仅可满足德国的天然气需要，也将帮助德国
成为俄天然气输往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要枢
纽。美国担心这将增加西欧尤其是德国对俄
罗斯能源的依赖和俄罗斯在西欧的影响力，

希望德国等国购买美国生产的天然气，因此
极力反对这一项目。

普京在记者会上说，俄方正在与德方就
“北溪－2”项目展开合作，该项目能够完善欧
洲的天然气运输系统，满足欧洲日益增长的
能源需求。

除美国以外，乌克兰等东欧国家也强烈
反对“北溪－2”项目，担心该项目建成后会导
致俄罗斯停止通过现有管线经它们向欧洲供
应天然气，使其失去每年数十亿欧元过境费
和能源转运这一地缘政治工具。

对此，普京强调，“北溪－2”项目完成后，
俄罗斯不会终止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
气。默克尔表示，乌克兰应当在向欧洲输送

俄罗斯天然气的领域中继续发挥作用。
由于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制裁参与“北

溪－2”项目的公司，默克尔还与普京讨论了
制裁的应对措施。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一直向德国
政府施压，企图迫使德国放弃“北溪－2”项目
并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从此次会晤
看，德国并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德国和俄
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有望推进。

回归实用主义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德国关系

恶化。两国至今在乌克兰问题上依然矛盾重
重，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命运也存在意见
分歧。尽管如此，由于国际形势以及美欧关
系的变化，德俄两国正在一些拥有利益契合
点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默克尔在与普京会晤前表示，德国希望
与俄罗斯拥有良好关系。双方有争议，也有
共同点，而在这些共同点上，双方将改善关
系、加强合作。

德国媒体《焦点在线》17 日刊文说，虽然
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话题很棘手，但两国实际
上已经开始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展开合作。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特
凡·迈斯特认为，此次会晤是德俄关系的转折
点，意味着实用主义的回归。虽然乌克兰危
机仍未解决，但“北溪－2”项目、叙利亚问题
以及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等迫使德俄双方选
择实用主义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从此次会谈情况判断，德
俄两国在经贸、能源等领域将加强双边合
作。在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方面，双方在乌
克兰僵局上虽然未取得突破，但在叙利亚难
民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德国有意与俄罗斯
携手加强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工作，推动身处
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叙利亚难民返乡。

不惧美国威胁

时隔仅三个月普京默克尔再会晤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家医院发生一件神奇
的喜事——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 16名护士相
继怀孕。

这家名为“班纳沙漠医疗中心”的医院位
于梅萨，邻近菲尼克斯市。美联社 18日报道，
这些怀孕护士的预产期大部分在今年 10月至
明年 1 月间。护士萝谢尔·舍曼现已怀孕近 8
个月。她说，起初，大家没发现有这么多同事
怀孕，直到不停有怀孕护士被拉进一个脸书
群。另一名护士乔琳·加罗则开玩笑说：“我
们在计划一起休产假。”她还说，就连患者也
注意到护士们接连有喜，有一名患者还坚持
摸了她的孕肚。加罗还提到，某些治疗方式
或其他原因可能会对孕妇造成潜在危害，比
如照看肺结核病人或是化疗病人，没有怀孕
的护士帮了不少忙。

院方在向这些怀孕护士表示祝贺的同时
还表示，未来重症室不会出现人手短缺的问
题，待到秋天相关护士开始休为期 12 周的产
假时，院方将安排另一批护士支援轮班。

【新华社特稿】

美一医院重症室
16名护士相继怀孕

新华社电 两名持枪者 18 日午后闯入位
于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的一家瑞士名表店，抢
走几块名贵手表后离开。

法新社以警方消息源报道，劫匪持手枪闯
入这家“爱彼”表店，得手后乘汽车逃离，抢走
货物市值尚不清楚。表店位于繁华时尚的巴
黎第八区。凯旋门、爱丽舍宫、香榭丽舍大道
等巴黎标志性景点都在第八区。

巴黎近几年发生多起公然抢劫案件。今年
1月 10日傍晚，三名持短柄小斧的年轻男子从
位于市中心的丽兹酒店抢走标价超过 400万欧
元（约合 3145万元人民币）的珠宝和名表。抢
劫者逃离时被抓，遭劫货物被悉数追回。

两名持枪劫匪抢劫
巴黎一家瑞士名表店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近来遭遇百年一遇
洪灾，十几天内，疏散超过 200 万人，至
少 186 人死亡，财产损失估计数十亿美
元。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18日说，政
府已调遣海陆空三军和海岸警卫队参与救
灾。

莫迪说，军方已向灾区派出 38架直升
机和数十艘船舰，用于运输救灾物资和营
救受困人员。地方官员说，数以万计民众
依然困在房顶或避难点，等待救援。

莫迪先前坐飞机视察灾区，承诺联邦
政府将向灾区派更多直升机、船只和救援
设备。他还宣布拨款 50亿卢比 （约合 7100
万美元） 用于赈灾，后续会追加拨款。

气象部门预报，喀拉拉邦 18日有“红
色警戒级别”降雨。本月 8 日以来的强降

雨使河流和水库水位大涨，洪水泛滥。截
至 18日，已有 186人死亡，2.6万处住宅被
淹，4万公顷庄稼受灾。

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皮纳拉伊·维贾扬
估计，超过 200 万人被安置在救灾营。那
里严重缺乏食物和饮用水。社交媒体上一
些视频显示，一些灾民闯入商店哄抢食
物。

灾民詹姆斯·穆拉卡特所在地区灾情
较轻，但停水断电给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他告诉路透社记者：“这是我的第二部手
机 （第一部手机已经没电了）。为了省
电，我不得不间歇性关掉移动数据。如果
连这部也没电，我只好用笔记本电脑给手
机充电；彻底没电后，我们将与外界失去
联系。” 【新华社特稿】

洪灾百年一遇
印度出动军队救灾

意大利 18 日为 14 日公路桥垮塌事故部
分遇难者举行国葬，总统、总理及多名政府
高级官员参加。

【“穿心之痛”】
意大利政府把 18 日定为全国哀悼日。

葬 礼 在 事 发 地 热 那 亚 市 一 座 会 展 中 心 举
行。

官方确认的遇难者共 38 名。葬礼上摆
放着 19具棺材，其他遇难者亲属决定不参加
国葬。

棺材上摆放着鲜花和遇难者照片，其中
一具小棺材引人注目，里面躺着年仅 9 岁的
男孩，在获确认的遇难者中年龄最小。

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总理朱塞
佩·孔特以及多名内阁成员出席国葬。

参与搜救的消防队员、警察和搜救队员
入场时，现场爆发掌声。

在葬礼上主持宗教仪式的热那亚主教安
杰洛·巴尼亚斯科说，垮桥悲剧“刺穿了热那
亚的心脏，让人痛楚至深”。

【遇难者增】
热那亚市莫迪兰公路桥一段桥面 14 日

突然垮塌，当时桥面上有数十辆汽车。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搜救人员 18

日在废墟中又发现 4 名遇难者的遗体，为一
对夫妇以及他们 9岁的女儿和一名男子。

遇难的一家三口所乘汽车被压在一块巨
大的混凝土下。亲属说，他们住在意大利北
部，当天开车前往海边，打算乘船去一座岛
上度假。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报道，当局相信，那
名男子应该是最后一名遇难者，因为一名德
国男子打电话报平安后，全部失踪人员的下
落已获确认。

【家属之怒】
一些遇难者的亲属认定政府官员和大桥

经营和维护方应对垮桥承担责任，因而抵制
国葬，以示不满。

莫兰迪公路桥建于上世纪 60年代，由意
大利高速公路公司运营维护。

垮桥确切原因有待确定，调查人员正从
设计缺陷和维护不当两方面着手。

垮桥事件发生后，意大利政府官员说，这
家企业过分注重经济利益，忽视安全维护，
因而可能会受到处罚。副总理兼经济发展、
劳工与社会政策部长路易吉·迪马约说：“那
些理应做好维护的人工作没有做到位。那座
桥理应在悲剧发生前关闭。”

总统马塔雷拉在葬礼结束后告诉媒体记
者，这次事故“不可容忍”，必须严厉问责。

（新华社特稿）

意大利为垮桥遇难者举行国葬

88月月1818日日，，在德国梅泽贝格在德国梅泽贝格，，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总理默克尔（（右右））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88月月1919日日，，在印度喀拉拉邦在印度喀拉拉邦，，救援人员救援人员
救助当地儿童救助当地儿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