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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特朗普就今年峰会发出邀约，试图“扩群”

加盟 G7？韩澳接受邀请，俄罗斯还要考虑
■本报记者 陆依斐

本周一， 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韩国、俄
罗斯领导人通话，讨论七国集团（G7）峰会进展
等事宜。在特朗普表示将推迟、扩大峰会后，相
关进展备受关注。据报道，澳大利亚、韩国接受
美方邀请；俄罗斯政府则表示，希望在获知更
多信息后再做决定。

韩：借此提升国际地位

G7成员目前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

意大利、 日本和加拿大。 特朗普日前表示，G7

机制“过时”，未能很好反映当前国际形势，因
此正在探讨“扩群”方案，拟邀韩国、澳大利亚、

印度和俄罗斯领导人参会，将 G7扩编为“十一
国集团”（G1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通话中
对美方发出的参会邀请表示接受，并称，若 G7

今年能以面对面形式举行扩大会议， 将成为

“后疫情时代”的一块里程碑。若在恰当时机举
行，则将释放全球经济回归正轨的信号。

外媒分析指出， 特朗普扩大 G7规模背后
或有拉拢盟友、牵制中国的考量。而韩国和澳
大利亚积极响应，或是出于提升国际地位和外
交话语权的考量。

然而，从目前来看，韩国恐难“入群”。增加
成员必须获得现有成员一致同意，但二战劳工
索赔案、日本对韩国限制出口措施等导致韩日
关系降温，恐难期待日本同意韩国加入。

俄：对临时加座没兴趣

另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与俄总
统普京通话时表示，计划邀请俄罗斯等国参加
下届 G7峰会，但俄方是否愿意仍是未知数。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
示，对于美方邀请俄方参会的提议，俄方需要
美方提供峰会议程和形式等更多细节以供考
虑，普京支持就此事开展对话。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如果新成员可在其
中表达自身立场和观点，那么这令俄方感兴趣。

但若俄罗斯和其他新成员只是 “坐在临时增加
的板凳上”，或是作为观众受邀，那么邀请俄罗
斯参会的动机就“非常可疑”，俄方不感兴趣。

其实，G7 的前身是八国集团（G8）。1997

年至 2014年间， 俄罗斯曾是这一俱乐部的成
员。但在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其他成员
拒绝以 G8形式举行会议，转而举办 G7峰会。

俄副外长谢尔盖·里布亚科夫早前表示， 俄罗
斯对重回 G8意愿不强， 可以通过二十国集团
（G20）、 金砖国家组织等其他平台来讨论解决
重大问题。分析指出，虽然俄罗斯在多年制裁
压力下有与西方改善关系的实际需求，但俄美
在乌克兰等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解。

邀俄恐招盟友不满

特朗普上台以来已多次表示，想拉俄罗斯

“一起玩耍”，但都未能如愿，这一次恐怕也不例
外。据悉，美国的欧洲盟友认为，一旦同意俄罗斯
“入群”，意味着对其放松制裁。英国和加拿大领
导人已明确表示反对俄罗斯回归。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安德鲁·魏斯
认为，特朗普拉俄罗斯“入群”不过是一种为了转
移注意力的策略，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不会
赴美参会， 令美国尴尬。“特朗普想转移话题，关
注点不要总是集中于与盟友在贸易、气候变化和
伊朗等议题的分歧。”魏斯说。

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再次试图拉俄罗斯参
会，可能导致一些盟友不满。此外，目前非裔男子
被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在全美各地引发骚乱，新冠
疫情又不见好转，分析认为，在如此乱局中举行
峰会很可能适得其反。

加拿大国际理事会主席本·罗斯韦尔认为，特
朗普欲将立场不一的国家拉到一起， 大大降低各
方同意发表联合公报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就 G7

目前的相关性和有效性而言， 跳过一年可能是最
好的选择，以避免对抗出现，危及未来峰会。”

特朗普就非裔之死首次发表全国讲话，威胁将动用更多力量对付“国内恐怖行为”

美国混乱不止，总统“发声”被指“火上浇油”
■本报记者 安峥

距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因警察粗暴
执法去世已一周，反种族歧视抗议者的怒火仍
在各地延烧，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从白宫地下
掩体里出来了。当地时间 6 月 1 日，特朗普首
次针对此事发表全国讲话，自诩为“法律与秩
序总统”， 怒斥暴力抗议活动为 “国内恐怖行
为”，并威胁可能动用军队力量平息各州暴力。

五角大楼对总统高高举起的“铁锤”感到
不安。在国家处于严重分裂之际，总统本应展
示哪怕一丁点和解的姿态，但特朗普仍在火上
浇油。有评论称，人们只想问一个问题：这是美
国现代史上最糟糕的一年吗？

华盛顿的政治讽刺剧

周一晚，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了不足
7分钟的全国讲话。这是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

特朗普首次正式“发声”。

伴随着头顶盘旋的直升机桨叶声和附近
拉斐特公园不断传来的催泪瓦斯爆炸声，特朗
普向外界传达了两层意思。其一，他对弗洛伊
德事件感到“厌倦和厌恶”，他将为弗洛伊德伸
张正义；其二，如果各州没法结束暴力活动，他
将调动军事资源，对付“国内恐怖行为”。

“引人注目的是，总统在讲话中提到将动
用所有总统特权， 包括调用诞生于 1807年的
《叛乱法案》———向各州部署美国军队来制止
暴力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美
国政府历史上很少使用这一法律，上一次动用
这部法律是在 1992年洛杉矶抗议示威引发的
大规模骚乱期间。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斥责一些州长应对
各地抗议活动时显得“软弱”；他警告州长们，

如果他们不下令逮捕和监禁抗议者，他们自己
也像“混蛋（jerks）”一样。《纽约时报》称，特朗
普当天在与州长、执法官员和国家安全官员的
电话会议上发飙。 他毫无顾忌地敦促州长们：

别太小心翼翼。

特朗普话音未落，白宫外围的警察就对和
平抗议者“动手”了。

多家美媒报道称，周一晚间，身穿迷彩服、

举着防暴盾牌的国民警卫队的身影出现在白
宫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大批抗议者仍不
顾宵禁令继续在白宫附近与警方对峙，警察使
用催泪弹和闪光弹驱散靠近白宫的人群，从而
为总统清出一条通往附近圣约翰圣公会教堂
的步行道路。这座拥有 204年历史的教堂俗称
“总统礼拜堂”， 一天前在抗议活动中轻微受
损。随后，特朗普手拿圣经出现在用木板围起
来的教堂前，身边围着一众助手，摆姿势拍照。

有评论称，这是一出在华盛顿上演的暴力
政治讽刺剧。CNN称， 这一插曲是近年来美国
总统遭遇的最紧张、最不和谐时刻之一。眼下，

全国范围的动荡正在升级：抗议示威席卷至少
140个城市， 多地警民对峙达到白热化， 至少

5600人被捕；明尼苏达、亚利桑那、密苏里等多
州进入紧急状况， 至少 40座城市宣布实施宵
禁。作为总统，特朗普本应为这个在种族、意识
形态和政治路线上四分五裂的国家展示些许
和解姿态，安抚愤怒的民众。然而，他没有这样
做，而是选择用“铁锤”将死结压得更紧。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认为，

特朗普威胁动用军队并不让人意外。 一来，他
从骨子里就对少数族裔有偏见，对种族主义问
题缺乏理性认知，也没有意愿弥合分歧。二来，

非洲裔从来就不属于共和党选民，不会对其大
选产生多大帮助。无论奥巴马时期还是当年希
拉里竞选时，民主党在非洲裔中的支持率少说
也有 70%至 80%。特朗普自然不在乎对非洲裔
显示强硬。三来，在特朗普看来，维护国家秩序
和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保护白人群体、中上阶
层的利益，有助于体现其领导力。

两次躲进掩体被吐槽

事实上，从上周抗议浪潮兴起到如今全国
陷入怒与火之中，特朗普的应对方式一直饱受
质疑。

最初几天，特朗普连续发推，定下强硬镇
压基调。5月 28日， 他援引著名的种族主义言
论称，“劫掠开始的时候，就是开枪的时候”。就
连共和党参议员都吐槽称，煽动性言论无助于
缓和局势，还有损总统形象。

然而，自上周五晚上，当抗议活动在白宫
外面爆发时，特朗普就和家人躲进了白宫地下

掩体；5月 31日，特朗普没有露面，据称又躲在
地下掩体里；周一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闭门
状态下度过。“美国没有总统。”《大西洋月刊》

网站 6月 1日刊文称， 当国家剧烈动荡时，白
宫几乎关掉了所有外部灯光，陷入一片黑暗。

CNN称， 从竞选捐款人到国会共和党人，

再到一些保守派媒体，许多特朗普的传统拥护
者都在私下抱怨，在这个充满暴力和痛苦的历
史性周末，总统去哪了？既没有向全国发表讲
话，也没有发出任何团结呼吁。有消息人士称，

总统之所以策划周一的教堂“摆拍”，部分原因
就是为了回应媒体对其“躲进掩体”的嘲讽。

只可惜，特朗普的玫瑰园讲话以及随后的
教堂“表演”并没有平息“流言蜚语”，反倒引来
更多批评。

华盛顿圣公会教区主教巴德“感到愤怒”，

因为特朗普在威胁使用军队力量后又去了教
堂，简直是一种亵渎。华盛顿市市长鲍泽表示，

联邦警察驱散和平抗议者的行为“可耻”，同时
加大了警方的工作难度。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
批评特朗普，只会发出“把整个政治生涯押在
种族主义之上、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强大”的咆
哮。

与总统的咄咄逼人形成对比，五角大楼官
员们对部署军队计划普遍感到不安。CNN援引
一名国防部官员的话称， 五角大楼极力主张，

除非各州州长明确提出需要部署现役部队，否
则，就目前局势而言并无必要。多名国防部官
员相信，国民警卫队的存在“具有显著的威慑
和安抚作用”。 美国防长埃斯珀周一在电话会

上说， 目前已有 1.7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部署
在 2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以应对突发事件。

“特朗普目前处境尴尬，左右为难。”复旦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指出， 一方
面，他不希望暴力活动升级，以免在大选年陷
入更大的政治难堪；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派
出军队，擦枪走火，就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正因
如此，他一直威胁派兵，扬言“出现抢劫就开
枪”，但到目前都没有真的动手。

独立尸检称死于他杀

同在 6月 1日，一份最新出炉的弗洛伊德
独立尸检报告激起舆论新的波澜。

美国广播公司（ABC）称，最新报告显示，

弗洛伊德死于“因颈部和背部受压，导致脑部
供血不足而造成的窒息”。 负责验尸的两位法
医表示，弗洛伊德身体很好，没有潜在健康问
题导致或促使其死亡，他的死属于“谋杀”。

然而， 此前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警方公
布的尸检报告称，弗洛伊德死于“心脏病和体
内潜在的毒物”，没有证据证明弗洛伊德死于
绞杀窒息。 弗洛伊德的家人坚称不相信这份
尸检报告， 并聘请法医病理学家进行第二次
尸检。

外界普遍认为，最新尸检报告相当于剧情
反转， 证明弗洛伊德家人的怀疑不无道理，也
牵出诸多新的疑点。 为何两份报告结论迥异？

是否会有第三次尸检？当地警方又会如何自圆
其说？这些疑问还有待解开。

美国乱从何来
■本报记者 安峥

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前，受新冠疫情和
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一部分美国人本已焦
头烂额。如今，人们的共同感受是，美国正在
燃烧。“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和痛苦。”美
国《沙龙》杂志称。

1968年来最悲剧一年
《大西洋月刊》发问，这是美国现代史上

最糟糕的一年吗？肯尼迪遭暗杀、越战达到
灾难性顶峰、马丁·路德·金遇枪击……人们
普遍认为，1968年是美国现代史上最痛苦的
一年。但现在，第二个创伤最严重的年份出
现了：失业人数比大萧条时期还多，无辜逝
去的生命比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越南
战争加起来还多，过去一周国内秩序尽显脆
弱和失败，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年更糟？在美
国许多城市， 街头满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这
和 2003年的巴格达有什么两样？

“美国种族问题伤疤再次揭开，除了疫
情原因，还有政治原因：特朗普执政。”复旦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认为，早在
2017年就曾发生夏洛茨维尔骚乱，当时特朗
普对白人至上主义者表达同情。特朗普执政
这几年来，美国种族主义和极右势力更趋猖
獗。可以说，特朗普政府没能缓和党争、政治
极化、种族矛盾等社会顽疾，而是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这些矛盾。

“对非洲裔来说，‘美国梦’已经与‘美国
噩梦’交织在一起。”美国大学反种族主义研
究与政策中心教授易波拉姆·肯迪说，人们有
理由质疑： 为什么总是手无寸铁的非洲裔被
警察杀害，而全副武装的白人只是被捕？为什
么官员们要通过增加警力而不是增加就业来
解决贫困社区的暴力犯罪？ 为什么在本次疫
情期间，非洲裔（和拉美裔）在家工作的可能
性较低，更缺乏先进的医疗救助？答案显而易
见，美国社会存在“系统性非正义”。

政治体制运作紊乱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

看来，美国目前的混乱，部分源于特朗普政
府抗疫应对紊乱，错过了最佳时机，导致民
众不满。但是，疫情只是催化剂，弗洛伊德事
件也只是导火索，它牵引出的是美国政治体
制运作的紊乱和深层次问题， 比如种族歧
视、贫富差距、党派相争。“特朗普政府能否
找到解决办法？我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更在
乎的是短期政治收益，至于美国未来的方向
在哪，他无意也无力回答。”

美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称：

疫情将重创美国经济
损失恐近 8万亿美元

■本报记者 杨瑛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6月 1日表示，即
使所有救助资金都能用来缓解新冠疫情影响， 未来
10年，疫情仍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损失 7.9万亿美元。

未来 10年 GDP锐减
CBO在关于疫情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深度和持

续时间的最新报告中称， 经通胀调整后，2020年至
2030年美国累计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比
CBO今年 1月的预估值减少 7.9万亿美元，相当于
这 10年累计 GDP总量的 3%。CBO称，疫情将使美
国 GDP“显著下降”。

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今年经济活动的急剧收
缩，这在 CBO今年 1月发布的 10年展望报告中是
没有预见到的。

CBO主任菲利普·斯瓦格尔在报告中表示，“企
业关闭和社交隔离措施预计将削减消费者支出，而
近期能源价格下跌预计将严重减少美国在能源领
域的投资。”

目前，国会的刺激政策未能使美国经济数据起
死回生。过去十周，美国累计新增失业人口超 4000

万人。劳工部预计，继 3月美国失业率为 4.4%，4月
失业率为 14.7%后，5月的失业率将达到 20%。

另据商务部数据， 美国今年第一季度 GDP下
滑 5%， 是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最大季度
降幅， 且标志着美国史上最长一轮扩张周期的终
结。 而随着新冠疫情持续到夏季，CBO预计美国第
二季度的经济收缩幅度将会更大，可能达到创纪录
的 37.7%。

警惕后续经济波动
但从市场表现来看， 随着美国国内逐步 “解

封”，5月美股三大指数涨幅均超过 4%， 这让一些
投资者似乎看到经济回温的希望。

CBO近期预测也显示，从中短期来看，美国经
济有一定上升空间。 预计在第二季度大幅下挫后，

7-9月份美国经济将以 21.5%的速度扩张。

不过，该机构预计，即便如此，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也不会在 2021年底恢复到今年年初的高水平。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亚洲主管理查德·马丁警
告说，除了现在已经走出“V 型”反弹的中国，在全
球其他国家，多数不太可能出现经济迅速恢复的情
况。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人们还没有适应经济环
境的改变。

马丁指出，新冠疫情引发的第一轮经济波动可
能会消散，但随之而来的将是第二轮、第三轮波动。

失业、企业破产、违约，这些情况可能在今年年底集
中显现。

伊朗五艘油轮全部抵委，后续还将运油
美警告航运界和外国政府勿协助伊朗，否则将受到制裁

综合新华社报道 悬挂伊朗国旗的“克拉
维尔”号油轮 6月 1日驶入委内瑞拉领海。至
此，伊朗派出的五艘油轮全部顺利抵委。

伊：有自由贸易权利

委军方表示，“克拉维尔”号进入委领海
后，委海军舰船和空军飞机立即为其护航。

为应对汽油短缺等问题，委内瑞拉政府
还从 1日起全面调整汽油价格和分配机制。

由于美国对委经济和石油业进行全方
位制裁和封锁，委无法进口炼油厂运行所需
的化学试剂等耗材，委全国汽油供应出现了
严重缺口。 为缓解委汽油危机， 伊朗今年 3

月向委派出五艘油轮，共载有 150多万桶汽
油以及炼油所需化学试剂，前四艘油轮已陆
续抵达委港口。

美国此前曾威胁可能对油轮采取行动，

伊朗政府对此予以严厉警告。 委政府也表

示，作为主权国家，委伊两国拥有进行自由贸
易的权利，不受外界干涉。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1 日
说，如果委内瑞拉有需要，伊朗将继续向委方
运送更多燃油。

“伊朗行使与委内瑞拉自由贸易的权利，”

他说，“如果加拉加斯方面需要更多来自伊朗
的燃油，我们准备派出更多油轮。”

美：更倾向经济制裁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5月早些时候说，美方
在研究应对伊方向委方运油的举措。美国政府
委内瑞拉问题特使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 5月
29日说，为防止伊朗再经海路向委内瑞拉运送
燃油，美国已“私下”警告航运界和外国政府，

协助伊朗运油可能招致美方制裁。

路透社评述，比起动用海上力量，美国政
府似乎更想以经济制裁阻止伊朗油轮。

6 月 1 日，在
美国纽约曼哈顿
第五大道，工人为
一家奢侈品店加
装护板。抗议活动
在纽约已经持续
五天，当地主要商
业区的商户纷纷
加装围挡或护板，

保障自身安全。

新华社发

5月 31 日，

在大西洋公海
海域，一名委内
瑞拉军人在直
升机上俯瞰伊
朗油轮“克拉维
尔”号。

“克拉维尔”

号油轮 6月 1日
驶入委内瑞拉
领海。 至此，伊
朗派出的五艘
油轮全部顺利
抵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