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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国际时评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5 日
电(记者徐剑梅、刘阳)美国总
统特朗普 15 日在纽约召开的
记者会上答问时，第三次就弗
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骚乱表
态，称“双方都有责任”，指责
“另类左翼”抗议者和白人至上
主义者及新纳粹分子一样暴
力。这一最新表态，使夏洛茨维
尔骚乱在美国引发的舆论风潮
有升温之势。

今年 1 月就任总统后，特
朗普 15 日首次返回他在纽约
的住所。他在回答媒体记者提
问时说：“这一边的团体很糟
糕，那一边的团体也很暴力。”

特朗普说，参加集会的人
并不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
纳粹分子，许多集会者是为抗
议该市把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
方将军罗伯特·李的铜像从解
放公园中移走的决定。特朗普
指责集会的抗议者包括“非常
非常暴力的”“另类左翼”，并质
问说，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
顿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
逊都是奴隶主，是否也要移除
他们的雕像。

美国朝野普遍认为这是一
场白人至上主义者示威集会引
发的骚乱，纳粹旗帜和三 K 党标识大量密集出现，令许多
民众感到震惊。骚乱发生后，美国副总统彭斯、特朗普长女
伊万卡等人均发声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

特朗普“各打五十大板”的最新表态，立即引发新一波
表态潮。国会众议院众议长保罗·瑞安说，白人至上主义者
“令人憎恶”，“不能(就此)在道德上模棱两可”。联邦参议员
马尔科·卢比奥说，夏洛茨维尔骚乱“百分之百”是白人种族
主义者的责任，白人至上团体会把只承担一半责任视为一
种胜利。三 K 党前领导人戴维·杜克则发推特说，特朗普
“讲出”夏洛茨维尔的真相，感谢总统的“诚实和勇气”。

12 日，多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夏洛茨维尔市中心
解放公园举行以“联合右翼”为主题的示威集会，罕见地公
开打出大量纳粹和三 K 党标识，喊出右翼和反犹口号。集
会者与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突后，弗吉尼亚州州长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警方驱散集会者。当天下午，从俄亥俄
州前来参加集会的 20 岁青年詹姆斯·菲尔茨驾车冲撞抗
议人群，造成多人死伤。美国司法部随后就此展开仇恨犯
罪调查。

这场骚乱震动全美。特朗普在骚乱当天发表声明说：
“多方都表现出令人震惊的仇恨、偏执和暴力。”由于未明确
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等极端右翼群体，他受到民主、共和两
党和媒体舆论巨大压力。14 日，特朗普再度表态，明确谴责
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是“令人憎恶
的”罪犯和恶棍。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 14 日的表态实际上是在作出让
步。但美国主流媒体穷追不舍，矛头直指公开支持“另类右
翼”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前主席、现任白宫首席战略专家斯
蒂芬·班农，特朗普当晚则发推特指责美国的“假新闻媒体”
“永不知足”。在 15 日的表态中，特朗普回归与最初谴责“多
方”相似的立场，强调“双方有责”。

14 日至 15 日，针对特朗普关于夏洛茨维尔骚乱的表
态，美国多家大型企业领导人退出了特朗普在上台之初组
建的旨在促进全美就业机会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

2016 年大选以来，极右势力连同各种极端思想，在美
国社会明显回潮。分析人士认为，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引发
的风潮，势将加重美国的社会分裂。

日本 NHK 电视台日前播放的特别节目
《 731 部队的真相》，发掘了臭名昭著的日本
731 部队成员超过 20 个小时的认罪录音，揭
露了该部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
行。随后，《朝日新闻》网络版也报道了当年
731 部队的一名见习技术员回忆的亲身经历。

这部纪录片和有关报道在日本国内引起
强烈冲击和反响。日军当年的反人类行径让
不少网民震惊，他们发出了诸如“战争让人类
发疯了，太可怕了”“如此鲜活的证言刺痛人
心，决不能让残酷的历史重演”等感慨，有网民
甚至表示因为纪录片“太恐怖了而没敢看完”。

随着日本社会近年来逐渐右倾化和保守

化，特别是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对媒体的掌控
渐强，日本媒体中能够敢于正视当年战争罪
行的声音越来越少。这些反映历史真相的纪
录片和报道此次能够刊播，说明日本社会敢
于正视历史的理性声音的存在，也体现了这
些媒体的职业素养和勇气。

日本社会不乏正视历史的正义人士，但
是由于遭受右翼势力围攻，他们被边缘化，影
响力有限。如今 NHK 电视台和《朝日新闻》
这样的日本主流媒体能够站出来揭露日本当
年的战争罪行，对日本社会正视历史具有重
要的示范意义。

对日本来说，让更多民众看清历史真相，有
助于消除与邻国在历史认知上的落差。而只有
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

史，切实尊重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日
本才可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妄图掩盖和美化
历史，只能让日本的历史包袱越发沉重。

承认战争罪行，也应是日本方面的国际承
诺。日本政府在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中表
示“深刻的反省”，在 1998 年的《中日联合宣
言》中表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
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
深刻反省”。直面历史，是进行真诚反省的题中
应有之义。

731 部队的罪行不过是日本当年犯下的
诸多战争罪行的一小部分，相关报道在日本
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说明日本社会对当年的
战争罪行知之甚少。日本社会对本国侵略历
史缺乏认知，也让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

言论更具欺骗性，更易蛊惑人心。让更多历史
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助于广大日本民众辨清
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

右翼势力竭尽所能为日本侵略历史翻
案，对日本不仅没有好处，甚至会对其国家利
益造成损害。正因为日本没有真正深刻反省
其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才会始终背负着历
史包袱，影响其对外交往和国际形象，并让右
翼势力有可乘之机，试图把日本引向危险的
军事扩张道路。

一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反映了其准
备如何走未来道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面前，希望日本社会有更多有识之士能够勇
敢地站出来。 (记者蓝建中)

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英国政府从 15 日起陆续公布“脱欧”立
场文件，提出英方在退出欧盟关税同盟、北爱
尔兰与爱尔兰边界安排等关键议题上的立场
与建议。

舆论认为，英国此次在“脱欧”谈判的重
要问题上亮明立场，意在回应外界有关英国
“脱欧”立场不明的质疑，显示英国已准备好
与欧盟进行下一阶段谈判。但最终英欧双方
在英国“脱欧”后将形成怎样的关系，还要取
决于欧盟的态度及谈判桌上双方的实力。

亮明立场

15 日，英国政府公布首份“脱欧”立场文
件，提出在英国退出欧盟关税同盟后设立“临
时关税同盟”，避免“脱欧”给英国经济带来
“断崖式”下跌。文件同时称，在设立“临时关
税同盟”期间，英国有权与非欧盟国家商签贸
易协议。但文件未明确“临时”期限有多长。

欧盟关税同盟是欧盟 28 个成员国间跨
境自由贸易的基础，关税同盟对第三国实施
统一关税。退出欧盟关税同盟被认为是英国
“脱欧”的一个重要内容。

英国政府内部此前曾就英国是否应退出
关税同盟产生分歧。支持退出者认为，留在欧
盟关税同盟意味着英国无法独立确定与第三

国的关税，无法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反对者则
认为，退出关税同盟将为英国与欧洲贸易增
加壁垒，从而冲击英国经济。

今年年初，英国政府公布“脱欧”谈判主
要目标，宣布英国将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
盟关税同盟，进行“硬脱欧”。但关于具体如何
退出，外界始终猜测不断。

16 日，英国政府公布了第二份“脱欧”立
场文件，就“脱欧”后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边界
状况安排阐明英方立场。英国政府表示，英国
“脱欧”后将努力确保这一边界“无缝对接”，
建议不在陆上及海上边界设海关等实体设
施，在人员自由通行方面也维持现状。这意味
着英方不希望目前的这条“软”边界变“硬”。

爱尔兰是欧盟国家，目前英国北爱尔兰
地区与爱尔兰之间人员与货物均可自由流
动。一旦英国正式“脱欧”，北爱尔兰地区与爱
尔兰之间的边界将从现在欧盟内部英国与爱
尔兰的“两国边界”变为“欧盟区与非欧盟区
边界”，因此外界普遍关注这一边界未来将如
何安排。

背后考虑

舆论认为，英国此次在“脱欧”谈判的重
要问题上亮明立场，既回应了长期以来外界

有关英国“脱欧”立场不明、内阁意见分裂的
质疑，又赶在即将开始的英欧第三轮“脱欧”
谈判前向欧盟表明，英国已准备好进行下一
阶段谈判。

此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内阁中多位高
官被指在究竟如何“脱欧”这一问题上存在分
歧，特别是支持“软脱欧”的财政大臣哈蒙德
与支持“硬脱欧”的“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之
间矛盾日益明显。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英国政
府以发布文件的方式明确官方立场，是想向
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内阁。

同时，由于“脱欧”前景的不确定性正在
对英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英国希望尽早开
始与欧盟就“脱欧”后的英欧关系进行谈判，
以安抚焦虑的企业、公民和投资者。但欧盟方
面坚持认为，双方必须首先在“分手费”、移民
自由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才能谈最终的贸易
协议。欧盟还指责英方在“如何退出共同市
场”“如何退出关税同盟”等具体问题上缺乏
明确立场。因此英国政府此次主动亮明立场，
也是为了打消欧盟方面的顾虑，加速谈判进
程，从而为英国经济增加确定性。

恐难如愿

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想将自己的立场写

入最终的“脱欧”协议，必须得到欧盟其他 27
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但从目前来看这并非
易事。分析人士认为，英方此次提出英国既要
与欧盟设立“临时关税同盟”，又有权与非欧
盟国家商签贸易协议，实际是想同时享受“留
下”和“离开”的好处，但这种一厢情愿的要求
欧盟恐怕很难接受。

英国政府此番发布两份立场文件时均
无内阁部长到场，只是由级别较低的政府官
员向记者作技术性发布，与今年 1 月特雷
莎·梅亲自宣布英国“脱欧”谈判目标相比极
为低调。有分析认为，这表明英方也明白，此
次阐明的己方立场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欧盟
接受还很难说，等待英国的将是艰难的谈
判。

事实上，英国发布立场文件后，欧盟方面
已经重申了其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委
员会 15 日表示，一旦英国退出欧洲共同市场
与欧盟关税同盟，就无法保证双方不发生贸
易摩擦。 (记者桂涛、顾震球)

新华社伦敦 8 月 16 日电

英国亮明“脱欧”谈判立场有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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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8 月 15 日电(记者杨士龙、李桃)美国弗吉
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12 日发生骚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对
人士在市中心发生暴力冲突，造成多人伤亡。专家认为，骚
乱再次突显美国社会的分裂及玩弄“身份政治”的危险。

亚美法律基金会共同创办人郑嘉煊在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表示，夏洛茨维尔骚乱表明“身份政治”中的白人至上主
义卷土重来，是“一种危险的倒退”。

专注民调分析的 538 网站政治作家佩里·培根 14 日也
刊文指出，“白人身份政治现在似乎成为美国政治的关键部
分”。从尼克松时期到里根时期，总统们(大多是共和党人)
“常常通过夸大对非裔美国人等少数群体的担心与偏见，来
吸引偏保守的白人选民”。

《美国保守派》杂志高级编辑罗德·德勒埃在《身份政治
的诅咒》一文中说，夏洛茨维尔骚乱表明，“身份政治”在美
国仍然存在。

非政府组织“南方贫困问题法律中心”2017 年研究报
告数据显示，2016 年美国的仇恨组织(大多针对种族、宗
教、性别等)比上一年增加 25 个，达到 917 个，其中白人种
族主义团体如三 K 党、白人民族主义团体占了六成以上。

在夏洛茨维尔骚乱发生两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
声明，明确谴责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分子。

但德勒埃认为，保守的政客和领导人仅对骚乱事件进
行谴责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全面指责“身份政治”的本质，强
调如何让美国人团结起来。

弗 州 骚 乱 突 显

美国“身份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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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岳东兴、公兵、贾景
文)16 日，中国足协与德
国足协共同签署中国男足
U20 选拔队参加德国地
区联赛的协议。德国足协
秘书长弗里德里希表示，
希望能够在未来 10-20
年帮助中国成为世界足球
强国。

中国足协 16 日宣布，
中国男足 U20 选拔队计
划在 1 1 月初赴德参加
2017-2018 赛季德国第四
级别联赛中的西南区联
赛，以此来提高队伍水平，
为冲击 2020 年东京奥运
会准备。

德国足协秘书长弗里
德里希说，U20 这个合作
项目在世界范围里都是一
个新鲜的事物。德国足协
发展已有 100 多年的历
史，但像这样的合作还是
头一次。“我确信中国 U20
的球员会在西南联赛的比
赛中获得很大收获。在准
备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
道路上，德国足协可以给
予中国足球必要的帮助。”

当记者问到，对赴德
参赛的中国球员有何建
议，以及如何避免德国球
队不全力迎战时，弗里德
里希回应说，这个项目对
于德国足协来说是非常新
的一个尝试。对于这个项
目，德国足协也为中国
U20 量身打造了一些内
容。“但是目前，我没有办
法透露其中一些细节，因
为这些技术性问题仍然需
要德国足协和中国足协一
起来探讨，从而形成最终
决定。”

他同时表示，已得知中国 U20 将会在
11 月份到德国参赛，因此双方还有将近三个
月时间专业探讨这个问题。“在中国 U20 正
式参赛之前，我们会公布独立的算分系统。”

对于比赛态度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强调：
“比赛虽然是友谊赛性质，但会保证比赛的竞
争性。我确信中国队会在每一场比赛中都有
所收获。对中国队的建议是，希望每一名来德
国的球员都能以非常职业的态度对待比赛。”

在谈到中德两国足球合作前景时，弗里
德里希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 10-20 年
里帮助中国成为世界足球强国。”

他说，之前通过与足协的交流，对中国足
球有了一定了解，希望将德国足球成功的发
展模式和经验运用到中国足球的改革发展道
路中。“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是沉睡的巨人，
他们有潜力也有能力成为世界足球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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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天前，39 岁的马克龙就任法兰西第
五共和国近 60 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一时
风光无限。100 天后，伴随多项改革遇阻，马
克龙民意支持率大幅下滑，在政治“蜜月期”
结束后开始初尝“苦涩”。

分析人士解读，马克龙上任后虽在外交
上得分，但在国内的系列动作触动了太多既
得利益者的奶酪，遭遇广泛阻力，成为他民意
支持率大幅下跌的主因。

新闻事实

法国 Ifop 民意调查公司 12 日发布的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只有 36% 的法国人满
意马克龙的政绩，与他当选之初高达 62% 的
民众满意度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低于前任奥
朗德和萨科齐上台之初同期的支持率。此外，
多达 64% 的受访者对其表现不满意，其中
19% 的受访者表示“很不满意”。

针对马克龙是否兑现了竞选承诺，法国
民众意见不一，45% 的受访者给出肯定答
案，55% 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

Ifop民意调查公司负责人热罗姆·福盖说，
马克龙已经走过“民众宽容、喜欢他”的初期阶
段，迈入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承担后果的时期。

深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专家赵晨认

为，执政百日，马克龙显示出改良型自由主义
者的本质，既希望通过新自由主义式改革改
变法国福利社会过于僵硬的劳动法及旧有体
制，也加入了自己注重社会福利的政策考量。
遗憾的是，虽然他的施政效率高于前任奥朗
德，但仍不足以撼动庞大的法国政治和经济
体系的惰性。

“马克龙行事和作风高调，导致他与媒体
关系紧张，”赵晨说，“加上裁减国防预算、在
国会通过允许改革劳动法法案并冻结公务员
工资上涨指数，导致军方、已有工作的劳动者
和公务员三大群体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成为
他民意支持率大幅下跌的最主要原因。”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史志钦
说，马克龙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无疑有助于恢
复和振兴法国经济，但一旦触动任何群体的
利益必会引起反弹，“和前任一样，马克龙在
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即将迎来一系列复杂
的挑战”。

相关评论

马克龙“百日新政”吹响改革号角，但在
多个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胜利，凸显出没有
政治根基的新型政党在执政初期面临的巨大
阻力。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认为，马
克龙执政百日有一些新气象。他在打击裙带、
反腐败问题上非常坚定，表现出政治新人难

得的激情和使命感，但同时也暴露了缺乏
政治经验的短板。

法国经济和政治问题积重难返，需要
极大魄力、时间和耐心去解决。马克龙在执
政百日中展现出青年政治家的朝气，但手
法不够老道，缺乏成熟的政治手腕。

对于执政百日的表现，马克龙自己认
为，相比短期目标，具备长远眼光的施政计
划更为重要。目前媒体普遍认为，作为法国
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以其国际视
野和开放精神赢得了选民，在英国“脱欧”
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给欧洲乃
至全世界担忧民粹主义的人们吃了一颗定
心丸，也因此在国际舞台赢得了声望。但在
国内施政上，马克龙仍需“修炼”。

相关链接

在今年 4 月 23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首
轮投票中，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阵
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得票分居前两位，
从而进入 5 月 7 日的决胜轮对决。第二轮
投票前，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
59%，优势明显。

最终，在第二轮投票中，他获得约
2074 . 31 万张有效选票，以 66 . 10% 的得
票率战胜勒庞，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
(记者尚栩、海洋、胡若愚、闫洁，编辑魏建
华、金悦磊、周喆)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支持率大跌，执政百日“小马哥”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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