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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全面停止商业性
象牙加工销售活动。这是中国送给大象家族的
新年礼物，更是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连日来，国际社会纷纷点赞中国在野生动物保
护领域的努力，认为这一决定彰显中国打击盗
猎行为的决心，以实际行动为世界作出榜样。

中国决心 有目共睹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国的象牙贸易
禁令从源头上铲除猎杀野生动物的土壤，让达
摩克利斯之剑在非法猎杀者头上高悬。

总部设在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表示，中
国这一决定影响巨大，有利于进一步遏制非洲
象遭受非法屠杀和贩运的趋势。该组织负责非
洲事务的主管弗雷德·夸梅·库马说，在保护野
生大象方面中国展现出“伟大的领导力”。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专家米利肯认
为，中国的这一决定展示其在野生动物保护领
域的责任感，以及与世界各国共同打击盗猎行
为的决心。

博茨瓦纳保护大象组织“E l e p h a n t s
Scents”董事会成员塞克尔说，象牙贸易禁令使
非法进入中国的象牙数量下降了 80%。“中国
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影响世界的决定。”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东南亚区域负
责人克里什纳萨米说，中国禁止商业性加工
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意义深远。她呼吁各方
加强合作，让中国采取的措施发挥更大作用。

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主席塞布尼亚说，
中国对支持非洲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的承诺
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采取了务实的措施。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
山认为，中国就保护野生动植物所作的努力有
目共睹，中国的这一举措在全球层面意义深
远，对于保护濒危动物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中国榜样 示范引领

中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的决定和相关举
措，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起到引领示范
作用，有利于全球合力打击盗猎行为。

世界自然基金会驻泰国保护项目负责人
康登说，中国关闭象牙市场在野生动物保护事
业上的带头作用意义非凡，同一地区的其他国
家有望在中国的带领下关闭其象牙贸易市场。

在卢旺达环境保护专家巴库恩齐看来，
这一举措体现了中国政府打击大象盗猎和保
护大象的政治意愿，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中
国正为世界作出榜样。中国政府此举对关闭

日本、泰国和越南等世界主要象牙贸易市场
具有重要意义。

塞布尼亚认为，在打击大象盗猎和非法
象牙贸易上中国已成为先行者，其他国家应
效仿这种做法。非洲国家应承担起保护大象
的责任，像中国政府一样采取稳固而有力的
法律措施。

斯里兰卡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员阿布哈
亚古纳瓦德纳希望斯里兰卡向中国学习，采
取切实措施保护大象等野生动物。

世界自然基金会驻坦桑尼亚代表恩古萨
鲁高度赞赏中国积极履行在抵制象牙贸易、
打击盗猎方面的承诺，呼吁目前尚未实施象
牙贸易禁令的国家积极效仿中国，共同抵制
象牙制品贸易。

中国担当 鼓舞世界

全面禁止象牙贸易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
形象，对世界各国加强打击大象盗猎现象起
到促进作用。

塞布尼亚指出，中国积极履行打击象牙
等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的国际义务，体现了
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几内亚国家自然保护和濒危物种管理局

局长凯塔表示，中国全面停止商业性象牙加工
销售活动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
这将有助于扭转非洲大象数量下降的现状”。

博茨瓦纳环境、野生动物和旅游部长切
凯迪·卡马认为，中国此举给非洲地区大象的
未来带来希望，中国的象牙贸易禁令是减少
大象偷猎的“最伟大一步”。

阿布哈亚古纳瓦德纳表示，中国全面禁
止象牙贸易将对全球非法象牙交易起到震慑
作用。

津巴布韦野保组织“保护任务力量”主席
罗德里格斯期待中国与非洲象数量较多的国
家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象牙及其制品的非法
贸易。

莫桑比克环境学家塞拉说，中国全面禁
止象牙贸易将给莫桑比克北部特别是尼亚萨
省的种群保护带来积极影响。目前在莫桑比
克戈龙戈萨保护区，盗猎活动日益减少，大象
种群逐渐恢复。

塞克尔说，中国政府这一“战略决定”将使
打击偷猎的活动恢复活力。中国激发其他政府
和个人为阻止涉野生动物犯罪而行动。(执笔
记者：危玮、丁宜；参与记者：金正、聂晓阳、陈
晨、张玉亮、吕天然、杨孟曦、陈家宝、林昊、聂
祖国、朱瑞卿、高竹) 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坚定的决心 大国的担当

国际社会点赞中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

进入 2018 年，国际安全形势依然
存在至少五大地缘风险，即中东冲突、
朝核问题、乌克兰问题、印巴矛盾、阿
富汗动荡。围绕这些地缘冲突，各种力
量在新的一年势必将继续博弈和交
锋，而国际社会将继续寻求解决之道。

地缘风险之一：中东冲突

新年伊始，伊朗国内爆发一系列
游行示威，示威人群要求政府把经济
和民生摆在首位，减少介入地区事务。
那么，伊朗国内政局的变化将对中东
格局产生何种影响？众所周知，2017
年，中东两大阵营对立加剧，争斗激
烈。一方面，伊朗与伊拉克、叙利亚巩
固关系，同时加强与也门胡塞武装、黎
巴嫩真主党的联系，形成“什叶派新月
地带”。另一方面，以沙特为首的逊尼
派海湾国家，在美国支持下，联手应对
伊朗一派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底发表讲话，称美国及其盟友已经
意识到，中东主要矛盾不再是巴以冲
突，而是来自伊朗的威胁。

但分析人士预测，新的一年里，尽
管伊朗内政出现变数，但伊朗外交策略
不会由此出现大幅调整，伊朗不会削弱
对叙利亚的支持，更不会减少与沙特的
对抗，因为与沙特的博弈结果不但关系
到伊朗本国在中东的地位和生存环境，
也关系到什叶派在中东的前途。同时，
应当承认，在特朗普威胁撕毁伊核协
议、恢复对伊朗制裁的大背景下，伊朗
国内局势不稳，也可能成为美国、沙特
和以色列进一步遏制伊朗的有利因素。

2018 年，由于各种矛盾相互交
织，加上美俄深度介入，中东博弈只会
进一步加剧。

地缘风险之二：朝核问题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 1 日发
表的新年贺词中警告称，美国应意识
到，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朝鲜核打击范
围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朝鲜领
导人有“核按钮”，他也有，而且他的
“核按钮更大更强”。2018 年伊始，美
朝就相互“放狠话”，预示着新的一年，
解决朝核问题依然困难重重。

2017 年，朝鲜半岛局势刀光剑影、险象环生，朝方的核
导试验和美韩的军事演习多次让国际社会绷紧神经。展望
新的一年，解决朝核问题依然面临一个极其难解的“结”，即
只要朝鲜不同意弃核，美国就难以同其展开真正的谈判，而
朝鲜目前没有任何弃核的意向。此外，中俄主张谈判，反对
动武，但不会改变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半岛局势如何发
展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新年伊始，朝鲜半岛也出现了值得欢迎的迹象。朝鲜
表示，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不久将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奥
会。韩国作出积极回应，提议举行高级别会谈，就朝方代表团
参加冬奥会、改善南北关系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地缘风险之三：乌克兰问题

2018 年，以俄罗斯为一方，以美国和北约为另一方，双
方在乌克兰问题的博弈会进一步加剧，不排除发生新的对抗
事件的可能性。

去年，乌克兰东部地区战火不断，乌克兰政府倒向西方
的步伐愈加坚定，不断刺激和挑动俄罗斯的神经。欧盟批准
对乌克兰公民入境欧盟实行免签待遇，北约也承诺将在未来
三年继续提供援助，帮助乌克兰在军事上符合北约成员国行
动计划标准。

此外，美国作为域外大国，由幕后走向台前，利用乌克兰
问题向俄罗斯施压，两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博弈逐渐升级。去
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俄罗斯
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越过了红线”。

乌克兰问题事关俄罗斯民族感情和重要国家安全利益。
2018 年，俄罗斯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可能会采取多种措施
趁机加强对俄施压。而把俄国家利益放在最高地位的普京也
不会轻易让步，甚至会更加强硬。围绕乌克兰局势，俄与西方
国家之间对抗升级的风险增大。

地缘风险之四：印巴矛盾

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巴基斯坦反恐不力。美
国白宫也对巴基斯坦发出强硬表态，要求巴方在反恐问题
上“付出更多”，表示美方将在近期采取具体措施向巴方施
压。美国国务院 4 日宣布，美国政府已暂停向巴基斯坦提供
一笔巨额安全援助，何时恢复将视巴方在反恐上的“表现”
而定。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打压巴基斯坦，凸显其欲为印
度“撑腰”的意图。

过去一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不断、
互有伤亡，但整体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印度与巴基斯坦
2017 年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也意味着两国之间多了一条沟
通渠道，有了合作的新平台。

但是，特朗普政府延续打压巴基斯坦、拉拢印度的新南
亚战略，给地区局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加强
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包括确认印度作为美国“主要防务伙伴”
地位，另一方面则对巴基斯坦摆出敌视、指责、施压的姿态。
美国在印巴之间“选边站”，增加了地区平衡被打破的风险。

地缘风险之五：阿富汗动荡

当前，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阿政府与塔利班
之间的直接对话没有实质进展，阿富汗民族和解遥遥无期。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渗透和转移加剧了阿富汗局势
的危险性。2017 年，在叙利亚、伊拉克被击败后，部分“伊斯
兰国”残余势力转移至阿富汗，使得阿国内局势更加复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问题专家魏亮认为，“伊斯兰国”在阿
富汗非常活跃，已成为威胁阿富汗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为
应对“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哈卡尼网络”的恐怖威胁，
美国宣布暂缓此前宣布的撤军计划，并计划在 2018 年向阿
富汗增兵 3000 至 4000 人。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阿富汗问题解决。去年年底
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
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巴双方愿同阿方一道，“探讨
中巴经济走廊以适当方式向阿富汗延伸”。在新的一年，降
低阿富汗发生新的冲突的可能性，有利于增进有关各方的
共同利益。 (参与记者：杨定都、邵杰、赵嫣、杜白羽、闫亮)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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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为何成为中国大洋科考前沿阵地

印度洋“年轻气盛”：其复杂的地质构造，无论对认识现今
青藏高原构造，还是地球历史上板块演化，乃至地幔柱活动，都
具有重要科研意义

印度洋“特立独行”：西南印度洋中脊，因其独特的“超慢速
扩张和倾斜扩张”特征，近年来成为地球科学研究的热点地区

印度洋“相当富有”：这里蕴藏锰结核、钴结壳、天然气水合
物、稀土元素、磷块岩等多种资源，是研究“慢速—超慢速扩张
洋中脊热液成矿”的关键区域

▲ 1 月 6 日，“实验 3”号科考船在印度洋航行。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6 日电(记者朱东阳、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日说，愿意和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他表示，希
望韩朝两国将于 9 日举行的会谈能超出奥运
会范畴。

特朗普当天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对媒
体说，他对与金正恩通过电话进行对话持开
放态度，但这“并非没有前提条件”，美国对朝
立场非常“坚决”。谈到韩朝定于 9 日举行的
会谈，特朗普说，“百分百支持”会谈举行，希
望会谈内容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韩国统一部 5 日确认，朝鲜同意 9 日在
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高级别
会谈。会谈将讨论包括韩国平昌冬奥会参赛

事宜在内的韩朝关系改善等问题。
金正恩 1 日表示，朝鲜有意派代表团参

加平昌冬奥会，北南当局可就此进行紧急会

谈。韩国政府 2 日向朝方提议 9 日在板门店
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金正恩 3 日下令重新
开通板门店朝韩联络热线。对于半岛出现的
和平信号，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近日表
示，韩朝之间无论开展什么形式对话，美国都
怀疑朝鲜诚意。在朝鲜作出弃核的明确努力
前，美国对韩朝间任何形式对话“不会当真”。

去年以来，朝鲜进行核试验并多次试射
导弹，美韩两国则扩大军演规模，朝鲜半岛
局势不断呈现紧张态势。特朗普政府上任以
来，坚持奉行所谓“最大施压”政策，以期迫
使朝鲜弃核，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今年 1
月中旬，美国将和多国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会议，商讨下一步朝核问题解决策略。

特朗普表示愿与金正恩有条件对话

新华社布鲁塞尔 1 月 6 日电(记者潘革
平)比利时怀特公关公司近日公布的民意调
查显示，只有不到 20% 的当地人相信社交媒
体，这一比例与 5 年前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

调查还显示，比利时人对传统媒体保持
了较高的信任，相信电台、纸媒以及电视报道
的比例分别达到 69 . 8%、58 . 8% 和 55 . 2%。

这一结果源于社交媒体海量信息真假难
辨，导致谣言泛滥、假货横行，派生出种种乱
象。

2017 年岁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

心接连发生打砸商店、焚烧汽车、袭击警察等
恶性事件。痛定思痛，人们发现如此乱象的背
后或多或少都有社交媒体在作祟。

2018 年 1 月 5 日，布鲁塞尔法院开庭审
理 2017 年 11 月 11 日市中心球迷骚乱事件
的肇事者。检方以“通过脸书煽动骚乱罪”，要
求法官判处被告两年监禁。

无独有偶。去年 11 月 14 日，一个法国
“网红”通过社交网络召集其粉丝到布鲁塞尔
市中心非法录制视频，结果引发这些人与警
方的冲突。

此外，因使用虚假购物网站而导致的银
行卡盗刷案例有增无减。比利时金融联合会
于新年前夕专门发文，告诫人们对脸书和图
片共享网站 Instagram 等大型社交网站登载
的大幅促销广告“保持高度警惕”。

监督机制缺失引发各种群体事件的同
时，社交媒体平台还成为恐怖组织宣传极端
思想、招募成员的重要渠道。2016 年 12 月，
比利时警方破获一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
过网络教唆 10 余名比利时未成年人杀人或
制造炸弹的案件。

超八成比利时人不相信社交媒体

新华社“实验 3”号 1 月 7 日电(记者张建
松)穿越马六甲海峡、航经安达曼海，正在执行
中国和巴基斯坦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任务的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 3”号科考船
6 日驶入印度洋。

浩瀚的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也是中国
大洋科考的前沿阵地。印度洋的魅力何在？为何
吸引了中国海洋科学工作者的关注？

这是因为印度洋“很年轻”。据中巴首次北
印度洋联合考察首席科学家林间介绍，在地质
年代上，印度洋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大洋。根据板
块构造理论，印度洋是在大约 1 . 8 亿年前南半
球冈瓦纳大陆解体时，随着印度板块“北漂”而
形成。其复杂的地质构造，无论对认识现今青藏
高原构造，还是地球历史上板块演化，乃至地幔
柱活动，都具有重要科研意义。

地球板块之间发生的推挤、碰撞等是造成
地震、海啸等灾难性事件的源头。自 2000 年以
来，全球因地震引发的 10 起重大海啸中，有 3
起发生在印度洋。苏门答腊海沟与此次中巴科
学家重点考察的莫克兰俯冲带，就是北印度洋
地震海啸活动比较活跃的两个区域。

在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2004 年 12 月底
和 2005 年 3 月底发生过 8 . 5 级以上的大地
震，前者还引发了最大爬高 50 . 9 米的大海啸，
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海啸灾难，后者却只引发
了最大 4 米爬高的海啸。

位置相近、震源机制相似的两次地震，为何
引发的海啸灾害完全不同？今后还会不会发生大
地震与海啸，并对瓜达尔港等巴基斯坦沿岸地区
造成灾难性影响？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

印度洋不仅“年轻气盛”，还很“特立独行”。
尤其是西南印度洋中脊，因其独特的“超慢速扩
张和倾斜扩张”特征，近年来已成为地球科学研
究的热点地区。

由于在慢速或超慢速扩张的洋中脊，地幔
熔融不能产生足够的岩浆，地壳断裂非常普遍，
广泛分布着暴露出地壳下层的“构造窗”。这些
“构造窗”是人类以目前的钻探技术可以“触摸”

到地幔边界的唯一场所。
2015 年底，搭载着美国、英国、中国等多

国科学家的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驶入西
南印度洋，完成了人类打穿地壳与地幔边界
的首次大洋钻探。

印度洋还“相当富有”。这里蕴藏锰结核、
钴结壳、天然气水合物、稀土元素、磷块岩等
多种资源，是研究“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
热液成矿”的关键区域。

2007 年，中国科学家曾在西南印度洋中

脊发现了首个活动的热液喷口——— 龙旂喷
口。林间回忆说：“我们第一次在西南印度洋
中脊用深海机器人发现热液喷口的激动人心
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2011 年，中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
国际海底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勘探合同，勘探
位置也位于西南印度洋中脊，面积 1 万平方
公里。

截至目前，印度洋海底已经“镌刻”了不少
中国名字。中国科学家在印度洋底新发现了许

多海岭、海沟、海山等地理实体，如西北印度洋
中脊的玉磬海山、排箫海山、李四光断裂带、徐
霞客断裂带、卧蚕海脊、玄鸟海脊，西南印度洋
中脊的崇牙海脊、骏惠海山、天成海山等。

林间表示，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印
度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科学研究
价值，尤其是印度洋沿岸的巴基斯坦，处于欧
亚、印度和阿拉伯三大板块的汇聚部位，是研
究板块碰撞造山过程的关键区域，存在诸多
国际广泛关注的地学问题。

特朗普对与金正恩通过电

话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
“并非没有前提条件”，美国对朝

立场非常“坚决”。谈到韩朝定于

9 日举行的会谈，特朗普说，“百

分百支持”会谈举行，希望会谈

内容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德国两大党进行

组阁试探性谈判

▲ 1 月 7 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社民党
总部，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在谈判开
始前讲话。

▲ 1 月 7 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社民党
总部，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在谈判开始前讲话。

当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由
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和社会民主党（社民
党）在柏林就新政府组成展开试探性谈判。

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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