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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网站
7 月 12 日发表题为《欧洲战略自主处
于“脑死亡”状态》的文章，作者是该
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文
章称，2019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说
北约处于“脑死亡”状态。如今，是欧
盟战略自主“脑死亡”了。北约从来
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势。大家都在
要求美国人留在欧洲，增加兵力。

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在美国怂恿下
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援，纷纷提高国
防预算，增加财政支出。7 月 7 日，法
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在国民议会国
防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2023 年，法
国计划编列 440 亿欧元国防预算，较
2022 年增加 31 亿欧元。勒科尔尼援
引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在欧洲防务
展 上 的 话 称 ，法 国 已 进 入“ 战 时 经
济”，需进一步加大国防投入。

不过，正如帕斯卡尔·博尼法斯强
调的，欧洲各国都将增加军费开支，不
是为了打造更强大的防务产业，而是
为了购买美制装备。除了军事上的依
赖，还有能源方面的依赖。为了摆脱
俄罗斯能源，欧洲要以高得多的价格
购买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这将影响
原本就已减弱的欧洲经济竞争力。

欧盟委员会 7月 15日公布新一轮
对俄罗斯制裁方案，内容包括禁止进
口俄罗斯黄金、加强军民两用及高端

技术出口的管控措施、收紧此前实行
的资产冻结措施等。方案还提议，将
当前的对俄制裁措施延长 6 个月，直
至 2023 年 1 月，之后再进行审查。迄
今为止，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 6
轮制裁。

但 是 ，欧 盟 的 困 境 也 越 来 越 明
显。分析人士指出，欧盟对俄罗斯的
制裁已接近极限，新一轮制裁方案不
论是在措施上还是力度上均体现了
这一点。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开
始力不从心。据彭博社 7 月 15 日报
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春曾
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90 亿欧元的紧急
贷款，但由于欧盟内部面临严重经济
困境，目前，仅就这一目标九分之一
的资金达成了一致。报道称，未来几
个月，有关对乌援助的辩论或将变得
更加困难。一名欧盟外交官警告，能
源转型的成本、缓冲价格上涨的措
施、军事支出的需求以及对乌克兰的
援助，都在争夺各成员国本就不充足
的财政缓冲资金。

“欧盟目前的措施能否持续，取
决于俄乌冲突本身的变化和发展。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延
长，欧盟对俄施压、对乌援助面临的
问题会越来越多，可持续性会越来越
弱。”丁纯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随美起舞”加剧欧盟困境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今年已经

暴跌了 11%，并且跌破平价，这是 20
年来的第一次。对许多欧洲人来
说，这象征着俄乌冲突给欧洲造成
的经济问题远比给美国造成的问题
更为极端。”“拜登总统在军事上支
持乌克兰而不是寻求某种外交结果
的决心，可能会最终遭到欧洲人的
怨恨。”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7 月 16
日发表的报道《意大利危机加剧欧
洲的不祥预感》这样说。自俄乌冲
突爆发以来，欧盟“随美起舞”，对
俄极限施压，正不得不咽下越来越
多的反噬苦果。

“欧洲将感受到意大利的政治动
荡。”当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 7
月 14日宣布将辞职后，美国“政治”新
闻网评论道，“在欧洲最需要他的时
候，德拉吉请辞……欧盟可能失去房
间里最后一位成年人。”意大利各方
极力挽留这位曾因在欧债危机期间
采取一系列措施救助债务国、避免欧
元区崩塌，从而赢得“超级马里奥”称
号的技术派官僚，但德拉吉去意已
决。据意大利总统府网站消息，马里
奥·德拉吉 7 月 21 日向总统塞尔焦·
马塔雷拉递交辞呈。马塔雷拉接受
辞呈，并要求德拉吉作为看守内阁总
理继续处理当前政务。

“德拉吉领导的是一个‘彩虹内
阁’，各个党派都有，利益不同，分歧
不少。德拉吉是一名联邦主义者，其
对外政策符合欧盟主流观点，赞同对
乌克兰援助、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等。
但政府很多成员对此并不赞成，认为
意大利不应该向乌克兰运送军火。
此次政府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联盟伙
伴之一、议会第二大党‘五星运动’集
体弃权，抵制了价值 260亿欧元《援助
法案》的投票。表面上看，‘五星运
动’领导人孔特为了提高不断下滑的
支持率、展现亲民姿态，指责德拉吉
政府在帮助面临食品和能源价格飙
升的家庭方面‘做得不够’。其实深
层原因是，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意大
利遭遇能源危机、物价高企、经济复
苏缓慢等一系列问题，民众、反对党
等都在反思现行政策。”复旦大学欧
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
讲席教授丁纯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丁纯说：“欧盟整体处于动荡不
安的状态，这与当前局势息息相关：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欧盟多国通胀率
居高不下，能源危机日益严峻，民生
压力与日俱增，老百姓怨言增多，未
来还存在衰退风险。”

有分析指出，欧洲正迎来“动荡
之夏”。

欧盟迎来“动荡之夏”

欧盟“随美起舞”、对俄极限施压
遭受反噬的后果，正重重压在普通民
众身上。

眼下正是欧洲储气过冬的重要时
段，“北溪—1”暂停输气让欧盟特别是德
国坐立不安。《华盛顿邮报》称，欧盟正面
临一个“难熬的寒冬”。自从俄乌冲突爆
发以来，欧盟跟随美国对俄极限制裁，俄
罗斯减少对欧天然气供应，导致欧盟天
然气价格飙升。如今，欧盟深陷能源危
机。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盟国家严
重依赖俄罗斯能源，对石油的依赖度为
26%，对天然气、煤炭等依赖度超过
40%。欧盟主要国家如德国，对俄罗斯
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更是高达35%和
55%。花旗银行预测，能源价格上涨将
导致今年欧洲能源支出飞涨至1.2万亿
美元，远高于去年的3000亿美元。

欧元区的前三大经济体——德法
意三国均形势严峻。据德国联邦经
济和气候保护部发布的数据，受乌克
兰局势、能源价格高企和对俄制裁等
因素影响，今年德国经济增速预计为
2.2%，比俄乌冲突爆发前的预测值低

1.4 个百分点。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
研究所已将法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下调至 2.3%。鉴于俄乌冲突可能持
续、欧美对俄罗斯制裁可能进一步升
级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法兰西银行年
中经济形势分析认为，如果能源和食
品价格进一步承压，法国今年经济增
速还将远远低于已经下调的预期值，
2023 年或将陷入衰退。据路透社报
道，意大利政府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目
标，从去年秋季预计的 4.7%降至 4%
以下。意大利央行日前表示，如果俄
罗斯不停止天然气供应，今年意大利
经济将增长 3.2%；如果俄罗斯停止供
气，今年意大利经济增速将低于 1%。

越来越多的欧盟人士认识到，他
们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最大受害者。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魏德尔称：“我认
为错误的一点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极
度依赖。欧洲人跟乌克兰人生活在
同一片大陆上，是直接的邻居，而美
国在大西洋的另一头，跟欧洲的地缘
政治完全不一样，欧洲替美国挡子弹
的做法太愚蠢了。”

对俄制裁遭遇反噬

“战略自主”渐行渐远

俄罗斯国防部 23 日表示，俄军打
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等地的乌军军事目
标。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俄方当天袭
击了敖德萨港。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23 日通报说，过去 24 小时，俄防空部
队在哈尔科夫地区、赫尔松地区、顿
涅茨克地区等地击落了多架乌克兰无
人机。俄军在斯拉维扬斯克等地打击
了乌军的“冰雹”多管火箭炮系统。
俄军还对顿涅茨克地区等地的乌军指
挥所、弹药库、人员和武器装备集结
点进行了打击。

乌称俄袭击敖德萨港
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 23 日称

两枚“口径”巡航导弹击中敖德萨港，
另有两枚导弹被防空部队击落。乌克
兰军方称是俄方进行了导弹袭击。乌
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库布拉科夫当天
表示，尽管敖德萨港遭到导弹袭击，
乌克兰仍将继续准备启动经黑海的农
产品出口。

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俄
罗斯尚未作出回应。
被轰炸的敖德萨港口用于粮食运输

乌克兰 UNIAH 通讯社 23 日援引
乌农业政策和粮食部发言人消息称，
当天被轰炸的敖德萨港口是用于粮食
运输的。由于负责装运粮食的是乌克
兰基础设施部，目前港口具体有多少
粮食暂不能披露。

敖德萨港的装卸能力
没有受到导弹袭击影响

当 地 时 间 7 月 23 日 ，土 耳 其 国
防部长阿卡尔对媒体表示，土方收到
了关于乌克兰敖德萨遭到导弹袭击的
信息，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
夫和基础设施部部长库布拉科夫进行
了电话沟通。他们表示一枚导弹击中
了一个筒仓，另一枚导弹则落在筒仓
附近的区域。但重要的是，码头的装
卸能力没有受到影响，粮食出口可以
继续。

阿卡尔称，土方也与俄罗斯方面
进行了沟通，俄方表示他们与此次袭
击无关，正在密切关注和研究这个问
题。阿卡尔强调，尽快开始落实协议
是全世界的期待，土方希望各方搁置
分歧，根据达成的协议尽快启动和落
实相关工作。

7月 22日，“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
倡议”签字仪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举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和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与俄罗斯国防
部长绍伊古、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
库布拉科夫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四
方将进行协作，实现乌克兰粮食出
口。 据央视报道

敖德萨港遭轰炸
会影响粮食运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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