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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举行峰会，希望邀请俄澳印韩参加

G7变“G11”，特朗普打什么主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5 月

30日宣布，原计划下月举行的七国集
团（G7）峰会将至少推迟到 9月份，他
还希望邀请另外四个国家———俄罗
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参加峰会。

共同探讨中国动向
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

记者解释说：“之所以选择推迟，是因
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七国集团好像
并不能代表当今大势。这是一群非常
过时的国家。”

白宫战略传播主管艾丽莎·法拉
随后表示，“总统希望将包括 ‘五眼’

联盟在内的国家以及受新冠肺炎影
响的传统盟友聚在一起，并共同探讨
中国的未来动向。”

今年的 G7峰会时间表已数次调
整。综合媒体及专家分析，特朗普的
最新表态可能与三方面因素有关：

其一， 美国国内疫情仍未平息。

目前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已超过 170

万，死亡病例数破 10万，仍为全球疫
情最严重的国家。

其二， 近日全美多地爆发骚乱，

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有蔓延之势，已
成为一大新的“内乱”。

其三，G7 内部对召开线下峰会声
音不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不会亲自
前往美国参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
示， 鉴于疫情和加拿大的隔离举措，他
无法就出席给出承诺。目前，响应特朗
普线下开会的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
英国首相约翰逊。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
征认为，从线上改到线下，从七国到新
增四国，美方作出的调整很大，需要准
备时间。

四国选择有何讲究
引发更多关注的是，特朗普希望把

G7 峰会变成“G11”峰会，新增俄罗斯、

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四国。

袁征指出，这四个国家的共同特质
是，都符合西方标准下的所谓“民主国
家”。 特朗普政府此举背后的真实意图
还有待观察， 但目前有一种传闻是：美
国试图拉拢这些国家，来“结成对华统
一战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刁大明表示，特朗普考虑新邀请的这
四国是有针对性的，符合当前国际局势
下美国最为关切的议题： 邀请俄罗斯，

一来可以制衡德法等美国在欧洲的传
统盟友，二来在能源问题、中东局势上，

俄罗斯也都是关键玩家；邀请澳大利亚

和印度，是出于美国“印太战略”的考
虑；韩国则是美国在亚洲除了日本以外
的另一盟友；同时，美国也可联合韩国
和澳大利亚继续“污名化”中国。

刁大明认为， 尽管特朗普给出的
“G7过时”一说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主
流判断，但此举更多是为了表现他自身
的领导力。自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
传统工业大国的治理架构开始“失灵”，

既无力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在国际事
务中的话语权也日渐降低。“但从特朗
普自身角度出发， 扩容 G7不过是他维
持美国权力的工具， 英法德不听话，美
国需要拉拢其他新的伙伴。”

扩容 G7能否如愿
但专家们也指出，美国能否如愿壮

大 G7、成功拉帮结派，还有很多疑问。

袁征表示， 从 G7到所谓的“G11”，

美国要将这些国家集成一体的愿望恐
难实现。具体而言，韩国在处理东北亚
问题上有赖于中国；日本和中国之间有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欧洲一些国家也与
中国有合作，内部并不一致。

刁大明也表示， 这四国将以何种
身份参会，是观察员国还是特邀国？如
果参会，受邀国家将派谁参加、又能在
多大程度上参与峰会议程？ 这些都是
未知数。

示威抗议蔓延至数十座城市，逾20座城市实施宵禁

混乱愈演愈烈，非裔之死引燃全美怒火
“I can’t breathe（我无法呼吸了）……”

一名黑人男子濒死前哀求白人警察的呻吟，

近日引发全美多地大规模示威抗议，继而演
变成警民激烈冲突乃至骚乱。据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报道，截至 5月 30日，示威抗议活
动蔓延至美国 22个州数十座城市， 包括洛
杉矶、费城、亚特兰大、芝加哥在内的超过 20

个城市实施宵禁。

“警方形同当众杀人”

当地时间 5月 25日晚， 美国明尼苏达
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涉嫌暴力执法，致一
名 46岁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视频， 涉嫌使用 20

美元伪钞的弗洛伊德双手被反铐，几名警察
将其按倒在地，其中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顶
住他的脖子长达 8 分钟。其间，神情痛苦的
弗洛伊德不断挣扎、哀求，一直在说自己“无
法呼吸”“请不要”和“妈妈”等。

警察完全不理会路人的劝阻，直到弗洛
伊德失去意识才将他送上救护车。弗洛伊德
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

涉事的 4名警察 26日被解雇。其中，对
弗洛伊德实施“单膝压制”的白人警官德雷
克·肖万被指控三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将于 6月 1日出庭。

最新披露的一份对涉案警察的起诉书
公布了初步尸检结果， 没有发现弗洛伊德
“遭到创伤性窒息或被勒死”的实体证据；弗
洛伊德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和高血压。 结论
是：弗洛伊德被警方压制、他的基础病情，以
及他体内可能存在的一些毒品，共同导致了
他的死亡。

起诉书明确给出了弗洛伊德被压住脖
子的时间———8分 46秒， 其中 2分 53秒发
生在弗洛伊德已经没有反应之后。起诉书还
强调，警察接受的训练中明确提及，这种对
于目标的压制动作存在危险。

弗洛伊德的家人表示，弗洛伊德从头到
尾都没有抗拒警察逮捕，而他仅是涉嫌使用
20美元假钞，也不是刑事重罪，“警方形同当
众杀人。”

从和平抗议走向暴乱

“弗洛伊德之死”令全美哗然，24小时内
即爆发激烈抗争。

起先，这是“黑人生命同样重要”的和平
抗议。

26日晚，明尼阿波利斯市数千民众高举

“我不能呼吸！”“別杀我！”“杀人警察” 等标
语游行示威。

27日下午，事态逐渐失控。大批示威者
开始冲击警察局，对药房、超市、餐厅、车辆
修理厂、建筑工地等打砸、抢劫、纵火。警方
使用橡胶子弹、闪光弹、催泪弹等予以回击。

一家华人餐馆老板说，“旁边的金饰店、

手机店全被洗劫一空，惨不忍睹，像在拍好
莱坞灾难电影，仿佛世界末日。”

经历了一夜暴力破坏后，城市繁华的商
业街成了战场。空气中弥漫着浓烟，建筑物
仍在缓缓燃烧。几乎每一面墙、每一个路标
都留有新刷的涂鸦，公共汽车候车亭的玻璃
被打碎，公共图书馆的窗户也被打破，书架
和书桌四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表示，他
支持和平示威，“但 27 日晚上以来的一系
列行动使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来维持平静”。28日， 他签署行政令宣布该
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起用国民警卫队协助
维护治安。

“没有正义就没有安宁”

种族矛盾火药桶一旦点燃，暴力不可避
免地迅速蔓延。

明尼阿波利斯市临近的圣保罗市首先
被波及，有 170 家商铺被洗劫，数十家被纵

火。继而，亚特兰大、丹佛、加利福尼亚州方塔
纳市， 大群抗议者与警方对峙， 投掷石块，纵
火，砸碎窗户，损坏汽车。

在洛杉矶，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加州州
长加文·纽瑟姆 30 日晚宣布洛杉矶县进入紧
急状态。

在弗洛伊德的故乡休斯敦，数千人在市政
厅集结，有示威者因持枪被逮捕。在密西根州
底特律，29日晚间发生枪击， 嫌犯从一辆休旅
车内向示威者开枪，一名 19岁少年中弹身亡。

更有民众举着 “没有正义就没有安宁”等
标语，涌入白宫对面的拉菲特广场，白宫一度
紧急封锁，身穿镇暴服的警察在椭圆办公室所
在的西翼戒备。

在仍因新冠疫情处于“暂停状态”的纽约
市，近 100名抗议者 28日傍晚在曼哈顿联合广
场与纽约警察发生正面冲突。根据警方的说法，

有抗议者拿着刀，有抗议者拳击警察，还有人用
垃圾桶打警察。有两名警察受伤，14人被捕。

第二天，示威者继续走上街头抗议“弗洛
伊德之死”。在曼哈顿下城，抗议示威者大多数
戴着口罩，一名示威者对当地媒体说：“我有责
任到这里来。国家出现了问题，我们必须要站
出来，这是唯一能将声音传出去的方式。”

在布鲁克林巴克莱中心外， 示威者高举
“弗洛伊德”标语，有人朝警方丢掷瓶子，警察
以化学喷雾还击。至少 3辆警车被烧，200名示
威者被捕。

美国非裔的集体创伤

“如果他（弗洛伊德）是个白人，今天就会
还活着。”28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雅各
布·弗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警察连续杀害手
无寸铁的非裔美国人的最新事件。” 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此发表声明。

她说，“美国当局必须采取严肃的行动来
制止这种杀戮，并确保杀戮发生后，正义得到
伸张。根深蒂固和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必
须得到重视和处理”。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也表示，弗洛伊德
之死不是偶发事件，说明美国社会存在“系统
性非正义”。亚特兰大市市长博顿斯说，正是白
宫一直以来关于移民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论，

纵容了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人。

非裔美国人受到美国警方不公正的粗暴
对待已不是第一次。弗洛伊德之死，特别是他
清晰可闻的那句“我无法呼吸了”，再度唤醒了
非裔美国人的集体创伤。

2014年， 一名纽约黑人埃里克·加纳因贩
卖私烟遭纽约警察锁喉致死，他临终前的遗言
也是“我无法呼吸了”。而后来对相关警察的无
罪判决，引发了黑人社群的强烈愤怒。“I can’t

breathe”也就成了白人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的
象征性标语。

2016年，同样在明尼苏达州，32岁的黑人
卡斯蒂尔被警察无故射杀； 就在今年 3月 13

日，肯塔基州一名女性非裔医务工作者，因警
方搜查了错误的地址而被开枪击中身亡。

严重的种族歧视，在目前仍肆虐美国的新
冠疫情中同样暴露无疑。目前，美国新冠感染
者确诊病例已逾 170万，死亡病例超 10万。其
中，占美国人口 13%的黑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比
例占到疫情死亡总数的 23%。

分析人士指出，正是因为美国社会长期存
在不同种族间社会、 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平等，

导致非洲裔群体总体上受到歧视，才出现如此
巨大的“健康鸿沟”。用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
东尼·福奇博士今年 4月的话来说， 新冠疫情
的暴发“让世人清楚地看见”，黑人与白人在卫
生方面的不平等是多么“不可接受”。

目前， 美国多地的暴力抗议仍在不断升
级。

压抑不住愤怒的民众涌向街头，既是为死
于暴力执法者讨回公道，也是绝望地质问，“为
什么同样的悲剧总是一再发生？”

纽约州州长科莫的话或许是一个答案：

“没有人认可纵火、 抢劫和盗窃， 但是我们愤
怒、恐惧和沮丧。我们要求伸张正义。”

（本报纽约 5月 31日电）

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本报驻美记者 孙刚

女性护肤意识需求不断增加
专家建议亟需突破盲目护肤误区

圆桌会上，与会专家从当代女
性护肤需求、误区、建议三个方面
展开了讨论。专家认为，在当代社
会，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压力的增
大，护肤需求增加与护肤知识缺乏
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粗糙、干
燥、暗沉、皱纹是护肤人群普遍关
心的肌肤问题， 而这四大问题通
常会相互影响、组合出现。面对世
面上成分、功能、价格不尽相同的
各类产品， 女性的选择通常进入
死胡同， 错误地使用了不恰当的
产品，甚至盲目追求医美的快速效
果而忽略了相应风险，不仅未起到
改善的作用，反而会有更多的皮肤
问题产生。

针对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专
家建议，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皮肤
问题都需要医美解决，也不是所有
人都适合医美解决方案； 另一方
面， 消费者在选择护肤产品时，应
着重关注产品成分，特别是起作用
的主要成分。例如保湿成分中的透
明质酸、神经酰胺；去角质成分中
的 PHA、AHA； 改善暗沉成分中的
烟酰胺，阿魏酸；改善皱纹成分中
的阿基瑞林，白藜芦醇等，都是经
科学验证，能够有效改善皮肤问题
的护肤成分。

高功效护肤品市场增长迅速
玫琳凯首涉“蓝海”市场

近年来，高功效护肤市场增长迅
速，该领域的产品综合了医学美容和
生活美容的优势，并规避了前两者可
能遇到的风险和误区，呈现迅速增长
的态势。作为一家以丰富女性人生为
使命的企业，玫琳凯在充分了解和研
究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强势推出子品
牌怡泰研系列， 主打高机能护肤概
念，为当代女性研发符合皮肤学原理
的优质产品，从根本上解决她们遇到
的皮肤问题。该系列的第一套媲美医
美功效的基底安瓶产品即将于 6 月
全面上市，此款产品凝结了玫琳凯 56

年全球科研实力，并获得美国执业皮
肤科医生认证，业内评价其为“高机
能护肤领域的一匹黑马”。

怡泰研安瓶产品通过四款复合
配方从不同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肌
肤问题，叠加使用形成个性化定制组
合方案， 全面改善肌肤四大问题。与
传统的单一功能安瓶相比， 其作用更
加高能，使用范围更广泛。据介绍，此
款新品在预售阶段显示出了强烈的热
度，受到了消费者的持续关注和期待。

玫琳凯中国总裁翁文芝对这片
蓝海市场充满信心：“玫琳凯将持续
探索与深耕高机能护肤领域，不断为
中国消费者提供符合皮肤学原理的
优质产品。”

守护皮肤科学护肤———全国护肤日暨爱肤月系列活动首发圆桌会

玫琳凯携手 CDA倡导科普护肤理念
怡泰研安瓶全新上市助力突破护肤瓶颈

5月 24 日，在中国医师

协会皮肤科分会 （CDA）的

支持和协助下，一场由玫琳

凯承办的高规格学术圆桌

会议在上海成功举办。作为

第 14届 “525全国护肤日”

暨爱肤月的首发活动，此次

圆桌会议专家云集，来自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皮肤科李霞副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

肤科黄雯副教授，上海市皮

肤病医院邹颖副教授，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

医师吴艳，以专家视角聚焦

女性四大皮肤问题———粗

糙、干燥、暗沉、皱纹，从科

学的角度出发，为当代女性

提出了专业的护肤建议。针

对这些问题，玫琳凯宣布子

品牌怡泰研首发产品———

肌底安瓶将于 6 月全面上

市，通过个性化定制组合护

肤方案突破护肤瓶颈。

■本报记者 杨瑛

悲剧的“前因后果”

美国黑人男子被警察暴力执法而不幸身亡的
悲剧已点燃全美怒火。人们不禁要问，抗议活动为
何迅速发酵？将对美国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指

出，种族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美国病”。首先，美国
社会长期存在种族歧视的基因， 白人对黑人等少
数族裔的歧视根深蒂固； 第二， 非洲裔生育率较
高，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表示，2040年美国白
人将占少数，导致白人焦虑感更加明显；此外，特
朗普执政以来，白人至上思潮明显抬头，刺激了黑
人群体的怨气。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注意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言辞中并没有对警察暴力
执法、种族歧视问题进行谴责，反而发布具有煽
动性的推文，更加剧黑人的不满，制造黑人、白人
的对立，某种意义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抗议可能还将持续
据美联社报道，五角大楼 5月 30日表示，已

经准备好向明尼阿波利斯提供军事援助，遏制骚
乱。五角大楼没有明确指出哪些部队待命，但其
他官员说，主要是军警部队。通常情况下，美军现
役部队被禁止用于国内执法行动。 但依据 1807

年的《叛乱法案》，可允许军队接管警察权力。

专家指出， 特朗普政府具有白人至上的色
彩， 面对此类问题可能没有较好的应对办法。特
朗普目前的重点是加强执法力度、 维持秩序，可
能会加剧黑人对警察的仇恨和对峙。 考虑到大
选、疫情、经济等因素，抗议可能将持续一段时
间，甚至愈演愈烈。

会否改变大选走向
《卫报》称，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美国政治辩论

的戏剧性转变，并将种族问题推到舞台中心。

刁大明指出，从目前来看，选情对民主党竞
选人拜登更加有利。此外，该事件可能影响拜登
选择副手。有分析称，拜登选择非洲裔女性作为
副手的可能性上升。

韦宗友指出，今年既是大选年、又是疫情年，

此时发生这一事件，可能导致黑人对民主党的支
持率进一步提升， 对拜登的选情或呈现利好；而
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以白人为主，后续行为可能更
加吸引白人尤其是保守派选民，目前对特朗普选
情影响几何仍有待观察。

■本报记者 李雪

5月 30日，在美国纽约昆斯区，一名女子高举标语抗议警方暴力执法。 新华社 发

“龙”飞船与空间站对接
■本报记者 安峥

载有两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在经过近 19小
时飞行后， 于 5月 31日飞抵国际空
间站，并与之顺利对接。

在此前因天气原因推迟发射后，

当地时间 5月 30日下午 3时 22分，

搭载两名美国宇航局（NASA）宇航员，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龙”

飞船发射升空。 这是美国时隔 9年首
次使用国产航天器从本土将宇航员送
入太空， 也是私营企业在载人发射领
域的首次大胆尝试。美国总统特朗普、

副总统彭斯亲临发射现场观看。《纽约
时报》称，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在电视和
电脑前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按照 NASA的说法，与国际空间

站对接后，“龙” 飞船上的两名乘
客———49岁的本肯和 53岁的赫利将
完成多项飞船测试任务，最主要的是
对飞船安全性能的验证和确认。

外界预计，这次载人发射任务将
持续一到四个月。但 NASA表示，任务
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下一批商业宇航
员何时能够前往空间站。 如果这次任
务成功，SpaceX将成为首家完成载人
航天任务的私企， 将被授予更多载人
往返空间站任务。对美国而言，它将摆
脱对俄罗斯航天器的依赖， 也能让
NASA腾出更多时间和资源专注于重
返月球、登陆火星等深空探索任务。

荩5 月 30 日， 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人们观看搭载着载人版“龙”飞船
的“猎鹰 9”火箭升空。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