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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刻终离去
毕振山

尽管受到多方挽留，但面对执政联盟内部分歧，意大利总

理德拉吉还是辞职了。

7 月 21 日，德拉吉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马

塔雷拉接受辞呈，并要求德拉吉作为看守内阁总理继续处理

当前政务。此前一天，意大利参议院举行对政府的信任投票，

执政联盟三个主要党派议员缺席。

从 2021 年 2 月临危受命组建政府至今，德拉吉在任期内

经历过困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2021 年 1 月，时任总理孔特在通过参众两院的信任投票

后，为了获得议会多数，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呈，以期能够

再次受命组阁。

但是，孔特的愿望最终落空。各党派不愿意让孔特再次

出任总理，马塔雷拉只能提名别人组阁。最后，德拉吉获得了

右翼、左翼和中间派等主要政党的支持，成功组建新政府。当

时分析认为，德拉吉得到支持是因为他的个人威望，也是因为

各党不愿在疫情下提前选举。

德拉吉上任之后，一方面着手应对新冠疫情，另一方面采

取措施促进意大利经济复苏。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2021 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5%，创 1976 年

以来最大增幅。

然而进入 2022 年后，不仅疫情出现反复，俄乌冲突爆发

也对意大利经济产生影响。随着能源和大宗食品价格上

涨，意大利的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6 月通胀率达到 8%，是

198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公共债务也

不断攀升。

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在执政联盟内部引发反应。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德拉吉政府跟随欧盟，对俄罗斯施加

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但执政联盟内的五星运动党党

首、前总理孔特则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主张以外交手

段解决问题。

在国内民生问题上，德拉吉政府为减轻企业和民众的负

担，5月推出一项价值 230亿欧元的大规模援助计划。但是五

星运动党认为政府的援助力度不够，主张政府加大政策和财

政支持，同时反对在罗马建造大型垃圾焚烧厂。

受此影响，五星运动党前任党首、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 6

月率领部分党员退出五星运动。迪马约指责孔特的立场影响

德拉吉政府施政。

7 月 13 日，孔特宣布不会参加次日参议院就政府援助法

案举行的投票，还称政府应该为解决民生采取更多措施。14

日，在五星运动缺席的情况下，参议院还是通过了对援助法案

的投票。然而，德拉吉认为五星运动的行为导致支撑执政联

盟的基础不复存在，当天晚些时期向总统马塔雷拉递交辞

呈。马塔雷拉拒绝了德拉吉的辞职请求，要求他重新考虑这

一决定，并邀请他在议会发表讲话。

随后几天，意大利掀起了挽留德拉吉的活动。包括罗马、

米兰、那不勒斯等大城市市长在内的上百名市长签署公开信，

请求德拉吉重新考虑辞职决定，强调“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稳定性、确定性和一致性”。多个工业、农业、贸易

协会也发表声明呼吁德拉吉留任。另外，数万名意大利公民

也发起了名为“德拉吉留下”的在线请愿书。

德拉吉辞职后，舆论普遍担忧意大利将进入一段不稳定

期，而政治不稳定势必会影响到应对疫情和通胀等国内问

题。德拉吉曾经执掌欧洲央行 8年，在欧洲声望颇高，他的离

去也可能会削弱国际市场对意大利的信心。在英国首相约翰

逊辞职、法国总统马克龙失去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意大利

的政局动荡又给欧洲添了一层不稳定性。

梁凡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很多地区都被笼

罩在滚滚热浪之中。其中，欧洲地区的气候

一改正常情况下较为温和的“面目”，令该地

区国家受到的冲击尤为强烈。

一

当地时间 7 月 19 日，英国伦敦希思罗机

场气温高达 40.2 摄氏度，这是英国有记录以

来第一次气温突破 40摄氏度。

英国媒体当天报道，在过去一周，英国持

续的热浪已经造成至少 14 人因为高温中暑

或者遭遇冷水刺激性昏厥等情况死亡。英国

气象局警告说，英国多地气温仍在攀升。

英国气象局 15 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史

上首个“极端高温”红色预警，这意味着“高温

致病和致死现象可能出现在健康人群，而不

只是高风险人群”。

法国多地面临着同样的高温，首都巴黎

的气温 19 日突破 40 摄氏度。当天，全法 68
个省份进入高温或雷暴橙色警戒。大部分高

温纪录出现在大西洋沿岸，该区域温度飙升

至 40摄氏度。

目前法国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尚未可

知，法国卫生部表示，有关伤亡人数的信息将

在月底公布。2003 年，法国曾出现因高温造

成约 1.5万人超额死亡的事件。

在欧洲南部，热浪造成的高温更夸张，造

成的损失也更大。

近来，西班牙绝大部分地区连续迎来 40
摄氏度以上高温。在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自

治区等地，白天最高温度甚至达到了 45 摄

氏度。

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

示，7 月 10 日至 16 日，高温在西班牙全国引

发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累计达 510 人；其

中仅 16 日当天，因高温而死亡的人数便达

到 150 人。

而葡萄牙政府 19日报告称，该国目前的

热浪已导致 1000多人死亡。

二

高温除了造成直接伤亡外，还导致火灾

横行。

伦敦消防局 7 月 19 日宣布启动“重大事

件”警报。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当天表示，伦

敦的形势目前非常严峻，火灾数量“大幅增

加”，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伦敦东部郊区温宁

顿村发生的火灾。

据报道，连日来的高温造成法国西南部

地区的森林大火肆虐。目前过火面积已达 2
万公顷，3.4万人被疏散。法国政府已派遣了

约 2000名消防员和救援人员参与此次灭火。

在西班牙，近日已发生了 30多起森林大

火，过火面积超过数万公顷。受林火威胁，

超过 3200 人逃离米哈斯山区。在中部的卡

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山火已夺去了 2 人

的性命。

在葡萄牙，仅 16日和 17日国内就报告了

约 250 起火灾，数据显示今年的火灾已经烧

毁了该国 3万公顷的土地。该国民防部门的

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该国的火灾已造成 2
人死亡，约 60人受伤。

在摩洛哥北部，受火灾威胁，政府下令

1300 多人离开家园。除此之外，中东欧的匈

牙利、克罗地亚和希腊的克里特岛，也是山火

不断。

专家认为，地中海沿岸各国接连发生山

火，与连日来的这波高温热浪有关。高温使

得植被干燥，一旦起火火势很难控制。

三

由于所处纬度较高且临近海洋，欧洲尤

其是欧洲北部国家的夏季气候通常较为温

和，比如英国的最高温度通常情况下不会超

过 30摄氏度。

正因如此，再加上昂贵的安装人工成本、

建筑保护要求和复杂的审批流程等因素，有

调查显示，欧洲建筑物安装空调比率不足

20%，家庭有空调比率不足 5%。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英国无法应对热浪，

主要是因其“过时和不足的基础设施”以及普

遍缺乏空调。

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高温的频繁

出现，最近数十年来，国际上正倾向于认为，

高温所造成的热射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

2021 年，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星球健

康》的研究表明，在过去 20年，拥有全球将近

一半人口的 43个国家、750个地区中，每年高

温所致超额死亡占 0.91%，且这个数字正在

上升。

也就是说，全球每 100个超额死亡者里，

有将近 1个人是死于高温。

一项由瑞士、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研究人

员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2003 年的欧洲热

浪，曾造成了 7万多人的死亡。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 7 月 19 日表示，

像本次欧洲热浪这样的极端高温未来将频

繁出现，且这一气候恶化趋势将至少持续到

2060 年。

“一半的人类处于洪水、干旱、极端风暴

和野火的危险地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

免。”7 月 18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德

国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时

指出。“我们有一个选择，集体行动或集体自

杀。它在我们手中。”

钮松

7 月 13 日-16 日，美国总统拜登完成了

其任内首次中东之行。拜登此行到访以色

列、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及沙特。除与

相关国家领导人展开双边会晤以外，拜登还

参加了在沙特吉达举办的“安全与发展”峰

会，与会者包括海合会六国和埃及、约旦、伊

拉克等国领导人。

相较于近年其他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姗姗来迟”的中东之行显得颇为仓促。拜登

提出的多项主张在中东遭到冷遇，中东在美

国外交中的地位也并没有因这一次访问而得

到提高。

不过，此访也表明中东国家对美国仍有

期待，美国和中东的关系将受到俄乌冲突演

进和中东国家政治生态演变的直接影响。

姗姗来迟并非偶然

拜登在就任美国总统后未因循惯例尽

早访问中东并非偶然，而是在其竞选之时

便已现端倪，即在其中东政策的设想上与

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激进举措拉开距离，以彰

显不同。

但是拜登上台以后，实际上沿袭了奥巴

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加快从中东抽身的战略

部署，并进一步加速美国战略重心的“印太”

转向。

中东在拜登政府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以及刻意与以沙等传统盟友关系降温，使得拜

登并未将中东作为其外交出访的优先选项。

尽管拜登政府迄今仍未有相对成型的中

东政策出台，但在诸多中东问题上的政策仍

有着清晰的脉络，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向。

首先，在伊核问题上，拜登政府力主对
伊有限和解，试图与伊朗达成新的伊核协
议。拜登上台之初呼吁伊朗展开伊核协议

的新谈判，但伊朗态度强硬，此后态度有所

软化。今年 6月底最新一轮多哈谈判仍未有

重大突破。

其次，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政府对以色列
态度有所降温，上台一个月后才与时任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拜登还通过强调

“两国方案”来修正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过分

亲以的负面形象。

再次，在对沙特关系上，拜登政府高举
“价值观外交”的大旗，以“卡舒吉事件”为切
入口，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断施压，并称沙
特为“贱民国家”。

拜登政府的以上做法，试图在中东地区

左右逢源，实则造成盟友日益失望、对手愈加

不满的艰难局面，地区局势并未得到缓和。

2022年 2月，拜登政府发布了《美国印太

战略》报告，本质上是对奥巴马“亚太再平衡”

和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延续与发展。这反映

了在当前美国的战略布局中，中东地区原有

的优势地位正不断受到削弱。

多项政策有所调整

俄乌冲突爆发及战争的持续，使得拜登

政府抽身中东的“如意算盘”落空。俄乌冲突

不仅对美国的欧洲盟友造成了直接冲击，也

对中东地区的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不

过，中东国家普遍不愿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

“选边站”。

面对此种棘手情况，拜登政府不得不将

视线再度投向中东，应急展开其任内首度中

东之行便顺理成章了。

拜登此行在诸多方面对其上任后的中东

政策予以了呼应。

在伊核问题上，因伊核谈判未有突破，且

为了安抚以色列和沙特等盟友，拜登公开声

称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试图打造“中东

防空联盟”，其矛头直指伊朗。

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渐次访问以色列与

巴勒斯坦，并宣布为巴提供 3.16 亿美元的援

助、恢复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财政

支持等举措。

在对沙特关系上，拜登与穆罕默德王储

会面，一定程度缓和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

系。美国迫切要求沙特增加石油产量，其“价

值观外交”色彩有所淡化。

总体来看，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拜登政府
期望中东地区能从战略上对美欧形成策应。
基于此逻辑，拜登政府利用此行在战术上对
其具体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东政策“五
点原则”应运而生。

未来走势值得关注

虽然拜登中东之行是美国中东外交的组

成部分，但指望通过一次出访便能重塑美国

中东政策并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本身并不

符合实际。相关方面的反应也表明，拜登此

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拜登的“中东版北约”倡议遭遇伊拉克等

国的消极应对；其对“两国方案”困难的强调

和对特朗普政府诸多巴以政策的延续受到巴

勒斯坦的指责，其中哈马斯的反应尤为激烈；

其大幅增产石油的要求受到沙特的“冷处

理”；伊朗对美斗争态势也有所加剧。

不过，拜登此行也并不是一无所获。首

先，此行促进了以沙关系的更进一步发展。7

月 15日，以色列依约批准埃及将红海的蒂朗

和萨纳菲尔两岛移交沙特，沙特则向以色列

民航飞机开放领空。

其次，拜登在以色列政局波诡云谲的背

景下与内塔尼亚胡见面，实际上为拜登政府

与以色列又一轮大选后新政府关系的发展创

造了更多可能。

再次，中东九国领导人现身吉达与拜登

见面本身也说明了这些国家对美国仍有期

待。尽管诸多中东盟国对“中东版北约”兴趣

不足，但吉达峰会与会国中以色列、埃及、约

旦、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等为美国的“非北

约主要盟国”，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双边

军事与防务方面的合作。

总之，中东局势目前仍在加速演变之
中。中东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受到削
弱，中东国家的自主性逐渐增强。未来一段
时期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走势，仍将受到俄
乌冲突演进和中东国家政治生态演变的直接
影响。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研究员）

拜登之行难以重塑美国中东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迟迟未访中东，与中东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有关。此次

访问中东，拜登在多项具体政策上进行了调整，但中东国家反应消极。此次出访并不足以

重塑美国中东政策，也难以改变美国面临的盟友失望、对手不满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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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利雅得7月21日电（记者王海

洲 胡冠）第 21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

比赛沙特赛区决赛 20 日下午在沙特阿拉伯

首都利雅得华为公司未来展厅成功举办，来

自沙特 3所高校的 12名选手参加了比赛。这

也是沙特首次举办“汉语桥”比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沙特阿卜

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合作

举办。经过一个半月的初试和复试，来自阿卜

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沙特国王大学、努拉公

主大学的12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本次比赛分中文演讲、才艺展示两个环

节。来自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阿比

拉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

同裳”形容中沙两国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如同

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同样来自该校的艾思丽

说，“天下一家”并非空谈，这个信念跨越种

族与国界……在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展示

了太极拳、剪纸、书法、朗诵、绘画、豫剧等中

华才艺，表达了对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喜

爱之情。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阿卜杜勒阿齐兹国

王大学的艾哈迈德·苏莱曼（中文名张云飞）

获得冠军，他将有机会代表沙特参加“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

沙特首次举办
“汉语桥”中文比赛

7月12日，车辆行驶在中国企业承建的位于阿富汗巴米扬省的公路上。该公路项目于
2017年启动，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修复并改造，是阿富汗“国家南北走廊”的组成
部分。当地居民阿卜杜勒·哈迪·雅各比说：“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特别让我高兴
的是，他们与阿富汗人民合作，为我们修建了一条好路。” 新华社发（塞夫拉赫曼·萨菲 摄）

一条好路

43.4%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6
月该国外贸总额达到 2704亿林吉特（1林吉特约合人民币 1.5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3.4%，这是马来西亚连续 17 个月外贸

总额同比增长两位数。其中，进口为 1242 亿林吉特，出口为

1462亿林吉特。

统计数据显示，电子电器产品、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

棕榈油产品等是拉动马来西亚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不过

在种植业、制造业等领域，马来西亚依然面临严重的劳动力

短缺问题。

956万人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称，受少子化影响，2020 年日本上小

学和初中的学生约有 956 万人，比 2010 年减少了近 100 万。

2020年小学与初中共计 29793所，比 2010年减少约 3000所。

日本总务省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 1 日，日

本 15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数量仅有 1465 万人，连续 41 年减

少。面对学校和学生减少的情况，日本媒体认为日本地方政

府需转化思路，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促进学校形式多样化。

18棵树

巴西一家组织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1 年，巴西的原生

植被面积减少了大约 1.66 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小时减少 189
公顷。而在亚马孙地区，每小时被砍伐的森林是 111.6 公顷，

相当于每秒 18 棵树被砍。报告认为，农业开垦、采矿等是森

林被砍伐的主要原因。

另据巴西空间研究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亚马孙雨林遭

砍伐的森林面积超过 3980 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增长逾

10%。 （郭济 辑）

加拿大6月CPI同比增长8.1%

7月 20日，加拿大温哥华一处加油站的油价牌显示当天
油价。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当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加拿大2022
年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8.1%。

新华社发（梁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