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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5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回应朝鲜逃兵非法越境枪
杀 4 名中国边民一事时说，中方已
向朝方提出交涉，中国公安部门
正依法处理该案。

据报道，上个月，一名朝鲜逃
兵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非法越境枪杀 4 名中国边民。

华春莹说：“中方已向朝方提
出交涉。中国公安部门正依法处
理该案。”

新华社墨西哥城 1月 4日电
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 4 日在其官
方网站上发布新闻公告宣布，将
于本月 14 日重新启动墨西哥城
至 克 雷 塔 罗 高 铁 项 目 的 招 标 程
序。

公告称，新一轮的招标与第
一轮投标类似，整个项目工程仍
将采用“一站式方案”。最终中标
的企业必须有能力保证列车完整
的运行功能和安全性，同时能够
接受为期 5 年的试运营维护。

公告显示，2015 年 1 月 14 日
将正式发布开标信息，整个投标
时间为 180 天。为了保证招标程
序的透明度和合法性，墨西哥著
名工程师温贝托·桑蒂拉·迪亚兹

将作为独立的社会代表全程参与
监督整个招标过程。

公告说，这一高铁项目是未
来将要修建的墨西哥城至该国第
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高铁项目的
一期工程。

作为墨西哥迄今最大的基础
设施项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
的高铁线路全长 210 公里，设计时
速 300 公里，合同金额约 44 亿美
元。

2014 年 11 月，墨西哥通信和
交通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国
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
罗高铁项目，旋即又宣布取消中
标，将重启招标程序，这引起国内
外广泛质疑。

新华社东京1月 5日电 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 5 日在新年记者会
上表示，他将在继承包括“村山谈
话”在内的日本历届内阁历史认识
的基础上，发表“安倍谈话”。

但安倍同时强调，日本将继续
奉行“积极和平主义”政策。他说，
日本将“完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相关法律，“建立新的安全保障法
制”，并继续推动经济领域进行前
所未有的大胆改革。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小泉
纯一郎分别在日本无条件投降 50
周年和 60 周年之际发表了对侵略
战争进行反省和道歉的谈话。有
分析指出，鉴于安倍政权奉行的

“积极和平主义”终极目标是修改
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
在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历史
认识问题上的恶劣表现，即将发表
的“安倍谈话”能在多大程度上对
战争进行反省令人生疑。

新华社德黑兰1月4日电 伊
朗总统鲁哈尼 4日表示伊朗无法在
孤立中获得可持续发展，并呼吁伊
朗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和开放。

鲁哈尼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举
行的经济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说，外
国投资人的进入不是对国家的威
胁，也不会损害国家的独立性。他
表示，强硬保守派持有的看法已经
过时。开放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
的信念和原则。

同时，伊朗将鼓励民间参与经
济建设。鲁哈尼表示，“国有经济
不是经济复苏的良方”。

鲁哈尼重申，伊朗政府将致力
于降低国家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由于核问题分歧，伊朗经济在
西方制裁下举步维艰。伊朗核问
题谈判重启后，西方国家暂停部分
制裁措施，加之政府精简财政支
出，使得伊朗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但 2014 年 6 月以来国际油价暴跌，
让伊朗经济前景再次蒙上阴影。
本财年（2014 年 3 月 21 日至 2015
年 3 月 21 日）伊朗石油收入将占政
府总收入 37％。由于油价暴跌，
伊朗政府已将下一财年石油收入
在预算中占比降至 33％。

美国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平板
电脑、智能手机等“小屏幕”智能设
备比传统电视机等娱乐设备更易

“剥夺”学龄儿童的睡眠时间。对
于未成年人来说，对他们发育成长
至关重要的睡眠正被新技术所诱
惑。另外，如果不当使用，小屏幕
设备还会对未成年人的生理造成
伤害。

一项针对美国 2000 名中学生
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小屏幕设备
对睡眠的影响超过电视。拥有小
屏幕设备的中学生比没有这些设
备、且卧室中没有电视机的中学生

平均睡眠时间少 21 分钟，而卧室
中拥有电视机的中学生比卧室中
没有电视机的中学生平均睡眠时
间少 18 分钟。

小屏幕设备不仅对未成年人
的生理健康造成影响，还会对未成
年人的心理构成伤害。一些网络
安全和健康专家指出，对于传统台
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家长们通常会
更加注重儿童保护，有些家长会设
置儿童保护功能，过滤掉一些不适
合儿童浏览的内容。但对于手机
和平板电脑，家长的这种警觉性会
放松。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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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呼吁改革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2015 年中国
首场“主场外交”即将登场：中国－拉共体论
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8 日至 9 日在北京举
行。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中国－拉共体论
坛机制正式启动，也实现了中国同发展中国
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

据介绍，此次会议的高潮是 8 日上午，届
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拉共体轮值主席国
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候任轮值主席国厄
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拉共体“四驾马车”成员

国巴哈马总理克里斯蒂以及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将共同出席会议开幕式。习近平主席和
多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将发表讲话，从战略高
度、长远角度对中拉合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此次参会人员规格高、人数多，在中拉
交往史上实属少见。截至 5 日下午，已有 30
个国家的外长或主管经贸投资、旅游、科技
的部长确认参会。涉拉美的一些国际和地
区组织，如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美洲开发银
行和拉美开发银行，将派代表与会。

外交部拉美司司长祝青桥 5 日介绍，这
次会议将讨论中拉未来的重点合作领域，涉
及国计民生各个方面，并将确定一些重大举
措。现在各方正在就成果文件进行商讨。
中拉利益融合前所未有，中拉整体合作有望
达到一个新高度。

此次会议距离这一机制诞生只有不到
半年。去年 7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与拉
美领导人举行历史性的首次集体会晤，宣布
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拉 共 体 是 个 年 轻 的 组 织 。 它 成 立 于
2011 年 12 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的简称，涵盖所有 33 个拉美和加勒比独立国
家。该组织设立“四驾马车”机制，由现任、
前任、候任轮值主席国和加勒比共同体（加
共体）轮值主席国共同担任。

中拉面积之和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之
和占世界四分之一。有分析认为，中国－拉
共体论坛机制启动，是对国际格局和秩序的

“再塑造”。

1 月 4 日，全美各地的两万多名警察和
民众聚集纽约，送别 2014 年底遭枪杀的纽
约华裔警察刘文健。

按照警方的说法，刘文健的葬礼是纽约
市警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之一。

万人送别
葬礼 4 日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殡仪馆

举行。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
姆斯·科米、多名联邦议员、纽约市市长比
尔·德布拉西奥等参加葬礼。

当天在殡仪馆外的街道上站满了身穿
蓝色制服的警察。路透社报道，警察队伍
绵延大约 1.6 公里长。现场估计有 2.5 万
人。

葬礼按照美中两国习俗举行，包括警察
列队致敬、致悼词、牧师祈祷和佛教僧侣诵
经等。除作为纽约警方的送别传统，3 架警
方直升机以编队造型从现场低空飞过，长长
的警方摩托车车队也驶过街道。

刘文健最终安葬在布鲁克林柏山墓园。

家中独子
刘文健 32 岁，12 岁时随父母从中国移

民至美国，已当警察 7 年，据信是纽约警察
局第一名值勤时遇害的华裔警察。遇害前，
刘文健刚结婚两个月。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当天在悼词中说：

“今天我们整座城市都心碎了。”他称赞刘文
健的“勇敢、牺牲精神和善良”。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比尔·布拉顿对刘文
健赞扬有佳。“他是个好人，是个富有同情心

的人。他是一名纽约警察。”
来自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警察卢卡斯·

格兰特说：“我们中的一员失去了生命，我们
必须走到一起来。”

抗议市长
刘文健和同事拉斐尔·拉莫斯 2014 年

年底在一辆巡逻车内遭黑人男子伊斯马艾
伊·布林斯利近距离枪杀，凶手随后自杀身
亡。拉莫斯的葬礼已于上周举行，也有上万
人参加。

如在拉莫斯的葬礼上一样，刘文健的葬
礼也出现同样一幕：当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
致悼词时，数百名警察转身背对，以示对他
的抗议。

路透社报道，殡仪馆外的大屏幕上显示
德布拉西奥致辞的画面时，虽然多数警察正
面面对，但有数百人转过身去，而纽约市警察
局长布拉顿上台致辞时，他们又转了回来。

德布拉西奥因发表支持抗议种族歧视和
警察滥用暴力的言论，与警方关系紧张。他
当天在悼词中呼吁和解，“让我们加强联系、
共同前行，共同努力实现和平……再次致力
于维护相互理解和和睦相处的纽约传统”。

布拉顿在葬礼前呼吁保持克制。他在写
给纽约 3.4 万名警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英
雄的葬礼是要表达悲伤，而不是表达不满。”

对于遭警察抗议，德布拉西奥的发言人
菲尔·沃尔扎克 4 日说，市长当时只关注向
遇害警察致敬。纽约市警局方面暂时没有
作回应。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本月 8 日将在京举行

中国迎来新年首场“主场外交”

纽约送别遇害华裔警察
市长致辞遭警察转身抗议，显示美种族裂痕远难弥合

1 月 5 日，在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安全人员在袭击现场查看。当
日，一辆欧盟警车在阿富汗喀布尔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导致至少
一名行人死亡，车内乘客没有受伤。 新华社发

欧盟警车在阿富汗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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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俄与西方“冷战”再起？
强硬但务实
俄罗斯

2015 年，俄罗斯仍将会在关键利
益点上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
坚决斗争，但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
灵活和务实态度，以两面手法维护国
家利益。

对于俄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俄
罗斯新版军事学说认为，尽管针对俄
罗斯的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
但在一些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增加了。

分析人士认为，2015 年，俄罗斯
会继续在军事上和对外政策上表现出

“强硬”的一面，但也会对强硬政策的
“烈度”进行控制。

导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交恶的关
键原因是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高等经
济学院欧洲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
任苏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很清楚，乌克
兰 2014 年年底通过放弃不结盟地位
法案并打算寻求加入北约这一行为带
有挑衅性质，并不会使乌克兰和北约
真正接近，因此俄罗斯也不会采取极
端措施，其中包括用武力阻止乌克兰
向北约靠近。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出新年贺电，
希望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
俄美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
研究员贾秀东在接受采访时说，2015
年，俄罗斯将继续围绕乌克兰危机进
行反制，但同时也会充分利用美欧在
涉乌对俄问题上的不同步和分歧，尽
量拉住欧洲，维持与美接触，进而缓解
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和经济压力。

2015 年，美国在保持对俄罗斯压
力时会注意“火候”，煽风点火加适度
制裁是美国的“妙用”选择。

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美国有
关政策表述是：北约的大门“敞开着”，
美国“完全支持”北约门户开放政策。

遏制讲“火候”

美国

在制裁问题上，奥巴马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签署了“支持乌克兰自
由法案”，该法案给予乌克兰北约之
外盟友的地位，但他同时又表明无意
立即根据法案授权对俄罗斯采取进
一步制裁措施。

贾 秀 东 认 为 ，从 美 国 内 政 看 ，
2015 年将是美国总统选举的预热年，
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因此在对俄
政策上，共和党将会向奥巴马施压，
奥巴马也不会轻易对普京松手。

美国在对俄遏制时还将注意运
用“手段”。外交学院教授高飞指出，
美俄贸易额和欧俄贸易额相比不是一
个数量级，也就是说美国怂恿欧洲对
俄罗斯制裁，美国几乎没啥损失，却让
欧盟和俄罗斯付出了大得多的代价。

2015 年，欧盟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在对俄问题上虽然会依从美国，
但也会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

欧盟担心在与俄罗斯较量中，因
北约防务需求增大导致军费增加。
贾秀东评论说，金融危机后欧盟经济
一直不景气，财政压力很大，如果和
俄罗斯陷入冲突而增加国防开支，对
欧盟自身不利。

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自
身也付出代价。欧盟天然气的 30％
来自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多次表态，
认为一味对俄制裁不仅伤害了俄经
济，而且也会对欧盟乃至全球经济带
来不利影响。

欧盟担心乌克兰加入北约造成
难以控制的风险。德国、法国对乌克
兰打算通过公决加入北约的计划都
保持警惕，认为这将加剧紧张局势。

欧盟在地区安全问题上需要俄
罗斯。在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问
题上，欧盟和俄罗斯的立场不一样，
但需要和俄罗斯进行沟通和协调。

展望 2015 年，俄罗斯和西方博
弈 时 仍 有 可 能 保 持 一 定 程 度 的 沟
通。“冷战”气息会多浓，取决于各自
能给对方预留多少回旋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欧盟

得失费思量

当地时间 1 月 4 日，遇害华裔警察刘文健的葬礼在美国纽约举行，众多警察和市
民出席这位殉职警察的葬礼。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致辞时，遭遇大量警察“转身”背
对抗议。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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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会卷土重来吗？2015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系走
向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话题。

就在2014年岁末，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作为制定国家安全
政策总依据的新版军事学说，北约仍被视为俄罗斯的头号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一
些冷战特征，2015年双方的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进抑或退，双
方将斗智斗狠，权衡利弊。

乌 克 兰乌 克 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