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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访问伊朗
美伊
“中间人”
不好当
新华社东京 6 月 11 日电 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定于 12 日开启对伊朗的访问。
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近 41 年来首位访问伊
朗的日本首相。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进口的石油绝大
部分来自中东，一旦该地区发生军事冲
突，日本的能源供应将受到很大影响。安
倍此访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在剑拔弩张

的美国与伊朗之间充当“中间人”，促成双
方对话。但鉴于日本影响力有限且美伊
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安倍要实现目标难
度不小。

纷争。
长期以来，日本通过石油贸易与伊
朗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自 2013 年
以来，安倍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机多次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在一定程
度上取得伊朗的信任。
由于对伊朗极限施压迟迟不见成
效，美国近来调门有所缓和，表示愿与伊
朗对话，这也给了日本充当“中间人”的

机会。据日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月下旬访日期间，安倍告知其出访伊朗
的意向，特朗普表示赞同。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并不想
陷入与伊朗军事冲突的泥沼，因此希望
打破目前的僵局。特朗普 5 日在接受一
家英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个人不希
望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他认为最好的
办法是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对话。

充当“中间人”
美国去年 5 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协
议，恢复对伊朗制裁并在各领域不断向
伊朗施压。伊朗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反制
措施，今年 5 月宣布暂停履行伊核协议
中的一些条款。
美伊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引发日方担
忧。日本外务省官员在接受日本媒体采
访时流露出担心，认为美伊双方均不愿
示弱，一旦发生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地区

“中间人”
不好当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信息，安倍访问伊
朗普，其中最主要的诉求是要求美国政府
朗期间将分别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
停止对伊朗原油的禁运，这将是实现伊朗
伊和总统鲁哈尼，此访旨在发展日本与伊
与美国对话的首要步骤。
朗的传统友好关系，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目前，美伊双方在对话问题上仍存在
促成美国和伊朗对话。
“温度差”。伊朗政府要求美国重新遵守
安倍 10 日在自民党会议上表示，中
伊核协议，停止制裁并赔偿制裁给伊朗带
东稳定直接关系到日本的稳定，他将在前
来的经济损失，而美国要求的是无条件对
辈们打造的日本与伊朗友好关系的基础
话。如何弥合双方分歧，促成伊朗与美国
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本月底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
据日本媒体报道，伊方将在日伊首脑
导人会议或今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实
会谈中委托安倍将伊朗的立场转达给特
现首脑会晤？这一问题将考验安倍的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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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能力。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此访
是安倍在今年 7 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
前展示其外交成果的又一场“政治秀”。
而且，安倍伊朗之行带来的外交风险也不
容忽视。尽管安倍在访前分别同沙特阿
拉伯王储、阿联酋王储以及以色列总理等
一些与伊朗关系紧张国家的领导人进行
了电话会谈，寻求对方对他访问伊朗的理
解，但也不能排除相关国家心存不满，从
而影响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瑞士举办阿尔卑斯山摔跤节
6 月 10 日，在瑞士小镇施托斯
举行的阿尔卑斯山摔跤节上，人们
观看传统摔跤比赛。
瑞士阿尔卑斯山式摔跤，是从
当地放牧者的消遣娱乐演变成的
一项经典体育运动项目，深受当地
民众喜爱。在阿尔卑斯山摔跤节
上，除了摔跤外，通常还会进行传
统掷石比赛。
据新华社

国际简讯
联合国官员警告
科索沃局势有
倒退的可能
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10 日电 联合国秘
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扎希尔·塔宁 10
日警告说，
科索沃局势有倒退的可能。
兼任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团长的塔宁
在向安理会作通报时说，科索沃局势以及
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处于脆弱
关头。他说，今年是安理会就科索沃地位
问题达成决议 20 周年。20 年来，科索沃问
题取得进展，科索沃、地区和世界局势都发
生了变化。但是，在冲突方缺乏实质接触
的情况下，局势不仅依然脆弱，而且有倒退
的可能。他说，自去年秋天以来，贝尔格莱
德与普里什蒂纳一直缺乏建设性接触。
塔宁呼吁双方领导人担负起避免使业
已复杂的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责任。他说，
有诚意的接触、不发出威胁和最后通牒对
于恢复政治对话是必要的。
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
自治省，1999 年 6 月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由联
合国托管。2008 年 2 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
独立，但塞尔维亚始终坚持其对科索沃的
主权。

国际劳工大会聚焦
未来工作新挑战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10 日电 第 108 届
国际劳工大会 10 日在日内瓦开幕。本次
大会的焦点议题是如何应对科技创新、气
候变化等因素可能对未来工作领域构成的
新挑战。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当天
在开幕讲话中表示，今年正值国际劳工组
织成立 100 年，科技创新、人口结构变化、气
候变化、全球化等多重因素正给全球工作
领域带来该组织成立至今最为深刻的变
革。因此，本届劳工大会将聚焦未来工作
领域面临的挑战、机遇以及可能的选择。
据悉，本届大会将持续至 21 日，来自国
际劳工组织 187 个成员的 5000 多名代表参
会。会议将讨论该组织今年 1 月发布的报
告《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工作》，并探讨
劳动中的暴力和骚扰等议题。

新加坡将华侨领袖
陈嘉庚等人头像
印上纪念钞

美国乱舞关税大棒是对世界不负责任
——访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
理事长藤田高景
新华社东京 6 月 10 日电 二十国集
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贸易和数
字经济部长会议日前分别在日本福冈市
和筑波市落下帷幕，贸易保护主义危害世
界经济等话题再度被各方关注。
谈到相关话题，日本“继承和发展村
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日前在东京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寻找各种
借口，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乱舞关税大
棒，是对全世界的不负责任，必将扰乱世
界贸易秩序，破坏世界经济繁荣。
藤田高景说，美国政府以关税为手
段，以为只要不断升级经贸摩擦，相关国
家就会妥协，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对中
国挑起经贸摩擦，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中
国。美国农民、众多行业协会已经对美国
政府这种轻率的做法发出警告，美国消费
者也因为担心商品涨价对此举表示质
疑。藤田高景希望一意孤行的美国政府
能认真倾听来自美国内部的声音。
藤田高景表示，不断升级经贸摩擦，
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将招致更多
问题。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之
间的经贸摩擦将殃及日本、亚洲乃至全
世界。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当下，贸易
战势必将打乱全球供应链，扰乱全球贸
易秩序。

藤田高景说，日本很多企业在中国投
资办厂，产业链已经把中日产业界紧密联
系在一起。所以，美国对中国挑起经贸摩
擦、打压中国企业，同时也是在伤害日本
企业。日本产业界都希望中美经贸摩擦
早日平息。
他 指 出 ，美 国 政 府 此 举 是 错 误 的、
非理性的，必须尽快纠正这种不负责任
的做法，停止对世界的伤害。作为世界
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应该从有利
于全世界和平发展的角度出发，停止施
压 ，尽 快 回 到 谈 判 桌 ，通 过 理 性 的 谈 判
和协商来解决问题，谈判才是唯一正确
的选择。

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0 日电 为纪念今
年新加坡开埠 200 周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10 日首次推出 20 新元纪念钞，华侨领袖陈
嘉庚等人头像被印在这款纪念钞上。
该纪念钞正面印有新加坡首任总统的
肖像，背面则印有 8 位曾对新加坡社会做出
卓越贡献的人物肖像。8 人中除陈嘉庚外，
还包括被誉为新加坡特蕾莎修女的许哲和
女教育家王惠卿两名华人。
不少公众当天在银行开门前一两个小
时就到包括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在内的 9
家银行前排队，用等值钞票兑换 20 新元纪
念钞，每人一次最多可换 20 张。
陈嘉庚一生热心公益，在东南亚和中
国创建了多所学校，其中包括他 1919 年创
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