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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今开外长会，在离心倾向加剧背景下，美国欲以“扩招”、强调外部威胁等手段整固集团力量

北约降格做“70 大寿”，透出危机与迷惘
“欧洲不肯掏钱，美国想把部队拉回去，北
约现在遇到深刻的危机。百年来，西方第一次
出现集体认同的迷失，价值观的不确定。”沈丁
立说。
这就是北约“70 岁”的现实主义肖像画，也
是本周外长会举行的一大背景。

■本报记者 廖勤
4 月 4 日， 是世界最大军事集团北约 “缔
约”70 周年纪念日。29 个成员国外长将在 3 日
和 4 日齐聚华盛顿——
—《北大西洋公约》 签署
地，给“70 岁”的北约“庆生”。
50 周年、60 周年， 北约都是大操大办，一
律峰会规格，“70 大寿” 却只是低调举行外长
会，其中透露出哪些信息？与此同时，外界还质
疑，作为冷战产物，已经不合时宜地“幸存”了
70 年的北约，还能活到“100 岁”吗？

特朗普不放弃“过时”的北约

失去对手反倒不断扩员

即使 70 年刷出无数“文功武绩”，但北约
并非没有危机，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危机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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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为了遏制苏联，维护其在
欧洲的主导地位，联合西欧
一些国家于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４
日正式成立了北大西 洋 公
约组织（北约）。冷战时期，
北约的对立面是苏联 与 东
欧国家于 １９５５ 年组成的华
沙条约组织（华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北
约正式通过美国提出 的 北
约东扩计划。北约成立之初
只有 １２ 个成员国， 后来经
去年 7 月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视线方向与其他领 过多次扩大，成员国逐渐达
导人明显“不同步”。
视觉中国
到 ２9 个。
（据新华社）

下正变得越来越深。
从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北约即陷入“生
存危机”。因为战略上失去了对手，防范目标已
不存在，还何必需要北约？上世纪 90 年代，“北
约何去何从”的争论甚嚣尘上。
北约自然不甘自弃。为继续当好“安全卫
士”，北约谋求转型：以“全方位应付危机战略”
取代“前沿防御战略”，为 21 世纪谋篇布局；实
施东扩战略；推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向中东
欧和前苏联地区乃至全球拓展影响。
“为防止北约‘死掉’，美国在冷战后再造北
约，赋予北约新使命。”沈丁立说，首先，扩大安
全概念。 从防范传统威胁扩大至防范非传统威
胁，包括人口流动（如难民）、传染病等。第二，扩
大防御范围。从覆盖 29 国的跨大西洋地区扩大
到北约周边， 甚至走向全球， 即打造 “全球北
约”， 同各国建立丰富、 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第
三，扩大军事防御内涵，转向制度建设和反恐。
但是，不管北约如何努力，70 年后的今天，
北约依然没有摆脱“危机”的诅咒。德国媒体猛
敲警钟：北约正处于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中。
内部矛盾重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欧裂
痕向北约投射：在军费分摊问题上闹得不可开
交；从退出伊核协议到退出《中导条约》，欧洲
盟国几乎都反对美国“退群”。即使一致认同俄
罗斯是威胁， 但是如何应对威胁却看法不同。
比如欧洲北部及东部成员国主张对俄强硬，法
德等国基于能源合作方面的考虑，却与俄保持
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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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集体认同的迷失

1949 年 4 月 4 日，美国和其他 11 个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

呈现离心倾向。美国特朗普政府扬言要退
出北约，质疑《北大西洋公约》第 ５ 条集体防御
条款，讥讽保卫黑山等北约小国是否值得。
成员国土耳其日渐疏离。 土耳其坚持购买
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被北约视作威胁。
欧盟想跳出北约在防务上自立门户。法国
总统马克龙去年公开表示要建“欧洲军”，且独
立于北约框架之外。
围绕华为 5G 问题， 德国等北约盟国也不
听美国指挥。 美国以叫停情报交流为要挟，施
压德国不要与华为合作建设 5G 网络。 但德国
自行其是，决定不排除华为。外界预计，如何应
对可能因华为 5G 带来的内部分裂也是本次北
约外长会的一个焦点。
北约盟国意大利日前的一个举动也让盟
友侧目，其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俨然“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
去”的样子。
“北约正在分崩离析，不再追求共同的目
标。”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副防长的杰德·巴宾忧
心忡忡地说。
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尔曾说过，建立北
约的目的是“拦住苏联人，留住美国人，压住德
国人”。
外媒纷纷拿这句话来对照现实， 然后说，
伊斯梅尔地下有知一定会很失望。苏联固然已
不在，但是俄罗斯却在复苏；德国已翻身成为
欧洲最大经济体；美国想退出北约，对保护那
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北约成员国很勉强。

北约该“退休”了吗
■本报记者 廖勤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逢
十”节点都是一次对北约“存废”的拷问。“北
约向何处去”“北约该不该‘活’下去”是各路
媒体、官员、学者的主打话题。甚至还有人直
接敲丧钟，说“北约已死”。70 周年也不例外。

美欧关系的重要支柱
那些对北约咄咄逼人感到不满的民众
和组织更不买账。一些和平组织计划在华盛
顿举行游行，用抗议来迎接北约外长会。“北
约应该‘退休’，而不是为了在 21 世纪占据
主导地位而重新规划。”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
裁军协调员约瑟夫·格尔森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
平指出，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北约不会解
体。一方面，北约的力量依然很强，且不断
在回归传统功能。 北约最初是为对付苏联
而成立，苏联解体后，北约有一阵子缺少对
手，凝聚力也随之下降。2011 年“9·11”恐袭
发生后，反恐“大业”又把北约团结在一起，
反恐、非传统安全被提到很高的位置。2014
年爆发克里米亚危机后， 北约愈发重回传
统角色，把集体防御作为最重要功能，这意
味着把俄罗斯视为安全威胁。“近两年来，虽
然特朗普与欧洲盟国在防务支出上龃龉不
断，但北约与俄罗斯的明争暗斗也越来越厉
害。”
另一方面，美国与欧洲都需要这个军事
同盟存在。
对美国而言，北约是跨大西洋联盟不可
或缺的一环，“有了北约， 外可对抗俄罗斯，
内可夯实与欧洲关系。没有北约，美欧关系
就失去最重要支柱。”
对欧洲来说，整体上更需要北约。在传
统欧洲盟国看来，北约是保持对美关系的重
要纽带。而那些把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的中
东欧国家更是觉得北约很重要，试图用北约
拉住美国应对俄罗斯。至于欧洲想搞独立防
务建设，马克龙要建“欧洲军”，恐怕更多是
迫于无奈。“由于特朗普给北约前景带来不
确定性，欧洲国家唯恐未来生变，一旦北约
解散，需要有替代，但欧洲实际上还是依赖
北约。”

愈发失去方向和使命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沈
丁立不看好北约的未来。他认为，首先，这个
组织越来越失去方向和使命。北约的使命是
防范外部入侵，如果只是防范地区不稳定或
难民流动，那根本不需要北约，只需构建良
好的地区治理就行。
其次，北约正在失去领导。特朗普政府
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美国不是不愿做北约
“盟主”， 只是不想再为成员国花冤枉钱，最
后让自己做冤大头。
第三，北约出现身份危机。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后来世纪之交，北约先后遭遇身份危
机，所以提出北约新使命。如果说 10 年前北
约在加固使命，那么，现在是遇到非常深刻
的危机。“说到底，就是还要不要北约。”
在今年吹灭“70 岁”的生日蜡烛后，北约
能否在 2049 年庆祝“百岁华诞”？或许只有
时间能给出答案。

伟大战士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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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休息， 就到走廊里找个有灯的地方
看，不管多么晚，雷锋也要坚持写日记。洗
优秀战友的“高端论坛”
漱间里有人忘记关水龙头，雷锋一定会走
过去把它关上。宿舍里白天亮着灯，他一
1962年2月15日至27日， 雷锋以共
定会去把它闭了。人们晒的衣服从绳子上
产党员的身份成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
掉到了地上，他一定会随手捡起给挂搭在
八一剧场召开的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
绳子上……
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一同出席军区首届团代会的代表、某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特邀代表和
部副班长任宝林和炮兵某部炊事班长刘
胡世宗 陈广生 著
青年干部550多人， 在代表中有特等射
思乐对雷锋有崇敬之情， 便结伴相约，在
手雷凯、何兴通，技术能手李树春，知识
1962年2月24日的晚上10点多， 一起访问
青年战士邢连元， 生产干部廖百世，热
了雷锋，雷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心为伤病员服务的军医董蕙兰等。特邀
刘思乐1939年出生， 比雷锋大一岁，
代表中有模范指导员常恩举，学习毛主
河南孟县人 （今孟州市），1959年参军，比
席著作标兵廖初江，“活的罗盛教”黄治
连队后传达了报告的内容。王元朝虽然了
这比旧社会不知好了多少倍。”
雷锋入伍早一年，是有特点有故事的一个
富， 毛主席好战士雷锋，“海上花木兰”
解了雷锋的事迹， 却从未见到过雷锋本
在主席台上，军区副政委杜平身体不
人物。他入伍两年，当过炮手，喂过猪，磨
女民兵连长文淑珍，“一颗不生锈的螺
人。
大好，总是咳嗽、吐痰，雷锋就把一个痰盂
过豆腐，漏过粉条，做过酱油，做过烧酒，
丝钉”刘思乐，神枪手王元朝等。
大会开幕那天，在宣布主席团名单的
端过去，放在首长的脚下，开完会雷锋还
晒过盐，养过鸡，喂过马……先后干过18
会议代表们都熟知雷锋的事迹，有
时候，王元朝注意地听到雷锋也参加了这
记得去把痰盂倒掉， 刷洗干净再拿回来。
种工作，他始终把个人理想置于祖国的需
的把报纸上发表的雷锋日记摘抄在自
个大会， 并且是主席团成员。他很想认识
这样一件小事让王元朝对雷锋十分佩服。
要之下，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他干得满
己的本子上，以鞭策自己的进步。
一下雷锋，主席台上这么多人，哪个才是
雷锋和几位在大会上要发言的代表，
腔热情，干得有滋有味，他干一行，爱一
1962年2月18日， 参加会议的代表
雷锋呢？王元朝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
都接到了不要照稿子念的要求，即使写好
行， 干一行很快就成为这一行的行家里
从军区的各条战线、从四面八方来到沈
第一排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左边，他
了稿子，也要背下来，要变成自己的话讲。
手，成为这一行的尖子，被称作“不生锈的
阳报到， 报到地点是军区第一招待所。
小声地问陈司令：“刚才宣布雷锋也参加
王元朝感到自己能力差，费了九牛二
螺丝钉”。
代表们都能看到，一位佩戴中士军衔的
了这次大会，哪位是雷锋呢？”陈司令对王
虎的力气也背不下来， 便有点着急上火。
刘思乐和任宝林一起探访雷锋的那
战士，圆脸上有一双微笑的眼睛，个子
元朝说：“喏， 就是坐在你身边的那位呀，
雷锋与他相反，不用背什么，现场发挥讲
个晚上，他谦虚地请雷锋看一看他的发言
虽然不高，但长得很可爱，在认真地扫
你挨着的不就是雷锋同志吗？” 王元朝既
一下就讲得很好。 他见王元朝的状态，对
稿，希望能帮助他修改一下。
走廊、倒痰盂、刷厕所，忙个不停。这样
激动又惭愧， 雷锋就坐在自己的身边，还
他说：“不要气馁，慢慢背，要一段一段地
雷锋接过刘思乐的发言稿， 认真地
看，他是这个招待所的服务员吧？待到
不知是雷锋！原来就是报到那天见到的那
背，最后连起来从头背到尾。”雷锋还帮他
看，很真诚也很谦虚地对他说：“你那‘做
开饭的时候，又见同样是这个小个子战
个中士啊， 他还以为是招待所服务员、食
找记忆的窍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雷锋
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标题，要是再加上
士，穿着褪了颜色的三紧袖棉袄，到伙
堂炊事员呢！会议已经开始，王元朝不便
的帮助下，王元朝终于攻克了这道难关。
一个‘永’字该多好啊！ 这样是不是既生
房给各桌端盘子、抹桌子、洗碗筷，他是
说话，便对雷锋笑笑，紧紧地握住了雷锋
雷锋是一个谦虚善学的人。他知道王
动又感人，又鞭策了自己呢？”一番话说得
这个食堂的炊事员吗？
的手。
元朝在特务连，身上有硬功夫。一次雷锋
刘思乐连连点头， 顺手将笔递了过去，雷
某部特务连战士王元朝是出名的
会议休息时，雷锋走下主席台与人交
陪他去商店买牙膏，路上就好奇地让王元
锋就在刘思乐的发言稿上，在标题“不生
神枪手和技术能手，他是部队的一个先
谈。王元朝急忙跟上去，想与他说话，一时
朝教他几下子。 他们俩就在路上比画上
锈” 的前面，加进一个“永”字。
进模范。 他既是这个会议的特邀代表，
不知从何说起， 见他穿着褪色的军装，便
了。 有人还以为这两个战士怎么打了起
他们谈话的话题， 就从螺丝钉开始
又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早就知道雷锋
说到军装的事。王元朝说：“会议代表都穿
来。
了。这是都很优秀的战友之间的一次“高
的大名。1960年11月14日， 雷锋到他们
新军装来的，你怎么不穿新的呢？”
王元朝注意向雷锋学习，观察他的一
端论坛”。
部队干部集训队做过报告，是指导员回
雷锋笑了笑说：“这衣服不是很好吗？
举一动。晚上，雷锋要看书，担心耽误同屋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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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的 4 月 4 日， 美国和其他 11 个西
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这项军
事同盟条约在同年 8 月 24 日生效， 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北约）也“依法”成立。
北约是美苏争霸的 “副产品”。“北约成立
的初心是为防范苏联扩张而构建一个防御性
军事组织，宗旨是共同防御，意在通过结盟方
式扩大共同安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美国学
会副会长沈丁立说。
六年之后，苏联拉上 7 个东欧国家打造华
沙条约组织，从此拉开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
团持续对抗几十年的大幕。
北约因冷战而生， 却没有因冷战而亡。上
世纪 90 年代，随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冷战
也告结束，但北约却“幸存”下来，一直“活”到
今天。
近 30 年来，失去苏联这个对手，非但没让
北约“无以立足”，反而让它如脱缰之马，一路
飞奔：
—从最初 12 个创始成员国扩大至
扩员——
如今的 29 个成员国。 等马其顿走完入盟程序
后，北约成员将很快升至 30 个。
动武——
—在冷战中一枪未发， 北约却在
１９９９ 年第一次参加科索沃战争的军事行动，借
口“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轰炸当时的南
联盟。2001 年又卷入阿富汗战争， 这也是北约
部队首次参与地面战争。
“过去 30 年里，北约从一个防御性的冷战
集团演变为一支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的不
断扩张的力量。”德国《明镜周刊》评论道。
—虽然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是俄罗
压俄——
斯却被视为苏联的“幽灵”继续威胁西方，北约
也由此获得“续命”的合法性。针对俄罗斯的东
扩战略应运而生，一路向东“攻城略地”。如今，
北约还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兵锋直逼俄罗斯
的“家门口”。
“北约初心是防范，但结果却过度防范，导
致苏联与它比赛防范。接着，北约又想反击，但
过度发展反击能力， 逼得苏联也无休无止加强
反击能力，甚至采取军事干预手段。”沈丁立说，
北约东扩虽然也属防范， 但极大增加俄罗斯的
战略忧虑。俄罗斯担心，美国用防范的名义，压
缩俄国际安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在
乌克兰有所动作也是迫不得已，并非不可理解。
在本周外长会上，俄罗斯仍是绕不过去的
首要话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放话，将针对俄
罗斯 2014 年从乌克兰手中接管克里米亚半岛
一事提出批评， 并希望 “能宣布另外一系列行
动”，以便让北约盟国可以共同采取行动，“反击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所作所为”。美国常驻北约
代表哈奇森还说， 北约计划在华盛顿外长会期
间讨论有关扩大在黑海地区存在的问题。

问题是，这些危机都是谁造成的？危机之中
的最大危机又是什么？有意思的是，西方舆论几
乎都“甩锅”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媒体说，北
约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就是“美国问题”，白宫
被一个把国际组织视为多余的人所控制。
美国前常驻北约代表卢特和伯恩斯也表
示，特朗普“把这个联盟拖入了最令人担忧的
危机”。
对北约而言，如果说最大的“外患”是俄罗
斯，那么，70 年来遇到的最大“内忧”恐怕就是
特朗普，他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大象，把北
约撞得东倒西歪，闹得人心惶惶。
特朗普与北约谈不上有“过节”，但是他对
北约就是一直没好脸色。在竞选总统时就多次
吐槽北约“过时”，理由是“成本太高、负担太
重”，不满欧洲成员国蹭美国“保护费”。上台
后，他更是不留情面。在北约军费支出问题上，
屡次敲打欧洲盟国，当面“讨债”，要其做到军
—即防务支出占 GDP2%。
费开支“达标”——
在这次外长会上，德国等北约成员可能还
要承受美国压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表示，
他将在会上讨论防务开支问题。当时，他再次
点名德国，批其国防开支占 GDP 远低于 2%。
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这次不会出席北约
外长们的“派对”，他只是在外长会前一天接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但他的缺席依然给
会议笼罩一层阴影。
相比 1999 年 4 月纪念北约 50 周年的盛
况——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主持北
约峰会，今年却降级为外长会形式，气氛显得
异常低调。 北约原本希望在 4 月 4 日签约 70
周年的正日子在华盛顿开一场峰会好好庆祝
一番，但由于担心特朗普会“炮轰”庆祝派对，
不得不将首脑会降格为外长会。但北约后来决
定还是要办峰会， 只是时间延到今年年底，且
地点避开华盛顿，移师伦敦。
舆论表示，50 周年与 70 周年的鲜明对比，
显示华盛顿与盟友之间似乎越来越疏离，北约
首次对美国总统的承诺表示怀疑，并小心翼翼
地保持距离避免遭受“特朗普伤害”。
在专家看来，尽管特朗普怼北约，但美国
不会真的放弃北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
表示，特朗普上台前说北约“过时”，上台后却
从没说过。虽然不满成员国在军费开支上“抠
门”，但北约峰会他一次没落下。
特朗普一边怼，一边还在为北约“扩招”。
上月，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访美时，他大胆提
议：有意将巴西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国，甚至将
其纳入北约。
美国国会更是看重北约。今年 1 月，国会
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两党立法，阻止
特朗普“退约”。2 月，众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布
鲁塞尔，也给欧洲盟友吃“定心丸”。
这次外长会，国会也在小心缝合特朗普在
北约身上划开的伤口。国会两党大佬赋予北约
—力邀他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一项 “殊荣”——
在 4 月 3 日到国会发表演讲，庆贺《北大西洋
公约》签署 70 周年。
美国前常驻北约代表伯恩斯最近强调，美
国面临来自复苏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和新的
技术威胁的挑战，联盟的力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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