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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加强军备及核能合作

■ 观察·印度

公司、波音公司，以及俄罗斯的米格公司、

瑞典的萨博公司和欧洲战斗机公司。

印度核能市场同样可观。“印度政府计

划在未来 20年中将核能占总能源中的比例，

从目前的 3%左右增长到 10%。这意味着一

个巨大的核能市场。”安德弗斯说，“这两个

地点的公布，是印度发出的一个友好信号。

但同时，印度也还在接触法国和俄罗斯的公

司。因此这里仍然存在着激烈竞争，这个协

议只是允许美国公司进入到这个竞争。”

7 月 17 日至 21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对印度展开了为期 5 天的访问。上个月，

她曾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印商会发表演讲说，

特别使用“美印 3.0”来形容两国关系即

将升级。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南亚项目

主任、前美国国务院南亚事务副助理国务

卿特雷斯塔·沙弗向本刊指出：“这次访问

的主要任务是展示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显

示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布什政府的政策，与

印度保持强有力的双边关系。”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萨米特·甘格利向

本刊分析说：“美印间谋求更深入的双边关

系具有多重动力，其中包括双方不断增长

的贸易投资、有限的军事合作和美国可观

的印度裔人口。”

7月 20日，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印度外长克里希纳在联

合记者会上宣布，美印两国签署了涉及武器

销售的“最终用途监控”协议。根据这项协议，

印度将向美国确保，如印度购买美国武器系

统，相关的敏感技术不会流入第三国。同时，

印度批准了美国公司在印度境内兴建核电站

的地点，两座核电站的核能发电机和反应堆

的总价大约是10亿美元。

“在军备方面签署的最终用户协议，

使美国企业能够进入印度的军火市场。”中

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政治室副主任叶海林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印度已将两个核

反应堆的合同交给了美国，这是对去年 10

月份双方正式签署的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

议的落实，意味着在价值 600 亿美元的印

度民用核市场上，美国已经享有了优先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前美国

南亚和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卡尔·安德弗

斯向本刊记者介绍：“在未来 5 年中，印

度将斥巨资购买各类先进武器，其中包括

126 架多用途战斗机订单。”而正在竞争上

述合同的公司包括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

“从 20年前起，美印就开始谋求更深

入的双边关系。”沙弗分析说，“印度是世界

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同时，国际地缘

政治环境也在变化。在亚洲，中国和印度不

断崛起，而日本的政治、经济地位则在下降。”

“从地缘上说，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

的构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印度能够用来

平衡中国。双方没有地缘利益冲突，却存

在相当多的共识。”叶海林分析说，“从意

识形态上看，印度是一个按照西方式发展

道路成长的国家，它的稳定崛起，对稳定

西方模式将有很大作用。”

希拉里在孟买入住了去年遭受恐怖袭

击的泰姬玛哈饭店，并表示希望印巴双方

加强反恐合作。但沙弗指出：“美国并不能

在印巴两国合作上有所作为。”“我想严肃

的决策者们都不会对印巴合作抱以太大希

望，印巴两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他们自

身。”甘格利说。

“印度经济主要还是内向型的，因此其

外国经济联系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并不是很

明显，这是印度在一些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

的原因。”叶海林说，“想让印巴关系像美国

所期盼的那样是不现实的。克什米尔问题是

印巴之间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两国之间长

期以来也缺乏互相信任，不可能因为美国的

一厢情愿就发生巨大的改变。”

叶海林说：“美国在南亚的反恐主要

还是以巴基斯坦为主。美国在克林顿时期

就曾提出，‘不要给巴基斯坦施加更多的压

力，要表现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这其实也

是现在美国对印度的要求。”

针对这次访问，叶海林特别指出，美

印表现出了在空间技术方面的合作意向，

“美国除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俄罗斯有

太空合作以外，只和自己的欧日盟友有过

合作。合作意味着一种国际实力，以及这

个国家拥有美国的绝对信任”。

“如果美国在太空领域向印度提供支

持，将会迅速提高印度的国防科技能力，

对整个地区形势有比较大的影响。”叶海林

评价说，“这种合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一锤

子买卖’的军火贸易。”■

记者◎徐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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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在太空领域向印度提供支持，将会迅速提高印度的国防科技能力，

对整个地区形势有比较大的影响。”

7 月 20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印度外长克里希纳签署有关国防科技和核技术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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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刺杀内贾德？

■ 观察·中东

仍有争议。“MKO 总部设在巴黎。”让 -

伊福斯说，“它受到法国安全部门的严密监

控，法国不希望受到阴谋反对伊朗政府的

指控。”

“真主旅是活跃于伊朗东部锡斯坦 -

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伊斯兰组织，该组织

领袖Abdulmalek Rigi 近日称曾得到过

MKO 的帮助，但这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

上完全不同，合作可能性很小。”让 - 伊

福斯告诉本刊。锡斯坦 - 俾路支斯坦省与

巴基斯坦接壤。拉什德说：“真主旅之所以

能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活动，是因为

这一漫长边境线上大多是山地和沙漠的不

毛之地，人迹罕至。走私、人口贩卖、毒

品和非法移民都从这里进入伊朗，然后转

至欧洲。伊巴边境的管理非常松散，两边

官员都很腐败，真主旅也能够据此为活动

基地。”现在“巴基斯坦官方在伊朗的压力

下开始反对真主旅，他们逮捕了一些真主

旅成员，并移交给伊朗当局”。

对于真主旅和MKO的资金来源，“有

各种说法”，让-伊福斯说，“真主旅可能

受到某些国家与组织的资助，他们和它的

瓦哈比意识形态一致”。拉什德告诉本刊：

“除了从贩毒和人口走私中得钱，他们还可

7 月 17 日，伊朗官方法尔斯新闻社

援引情报部长埃杰耶的话报道，伊朗大选

前，以色列官员曾在埃及、法国等地与人

民圣战者组织 (MKO) 成员见面，商讨刺

杀内贾德。埃杰耶还说，以色列情报部门

还和伊斯兰逊尼派武装恐怖组织“真主旅”

（Jundallah）进行过接触。

“这种对刺杀阴谋的指称政治性成分

较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

中心李伟研究员向本刊分析。曾宣称要“把

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内贾德，“因为核

问题与以色列关系更为恶化，但这并不代

表中东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有了新动向”。

法国国际关系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让 - 伊

福斯 (Camus Jean-Yves) 在接受本刊记者

采访时分析，“内贾德此指称的真实原因

是，由于他任命亲家公马沙伊为第一副总

统，受到来自伊朗政府内部，甚至其支持

者的严厉批评”。内贾德对马沙伊的任命受

到强硬派人士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反对。

因争议过大，马沙伊现已经辞职。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的高

级研究员拉什德·可汗 (Rashid Khan) 则

告诉本刊：“伊朗情报部长的意图很可能

是转移伊朗大选后反对内贾德示威者的注

意力。”但他也认为，“这一指称背后有其

历史逻辑。以色列是伊朗政权的死敌，而

MKO 在 1981 年被伊朗政府取缔后，曾在

美国和萨达姆·侯赛因的帮助下，以伊拉

克为基地反对伊斯兰革命政府。但很难说，

以色列和MKO之间会有什么合作。”

让 - 伊福斯告诉本刊，从政治属性上

看，“MKO 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结

合，它成立于 1965 年，先反对伊朗国王，

然后反对伊斯兰政权”。拉什德说：“伊斯

兰革命后，该组织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

在伊朗国内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美国、

加拿大、伊拉克和伊朗都把 MKO 列为恐

怖主义组织。2009 年 1 月，欧洲联盟理事

会把该组织从欧盟的恐怖主义名单上撤销，

对其是不是“具有合法性的反政府组织”

能获得海湾地区的私人捐赠，以及反对伊

朗的国家的资助。”“瓦哈比是极端反什叶的

逊尼意识形态。真主旅有两方面的政治诉

求：一方面，向伊朗现政府施压，使其放

弃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什叶派组织的支持；

另一方面，期望在伊朗建立一个包括伊朗

和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逊尼派国家。这

与美国和阿拉伯制衡伊朗在海湾地区和巴

基斯坦的影响力有目标一致之处。”“巴基斯

坦的主流观点认为，它也受到美国资助。”

在萨达姆执政时期，“MKO曾受到伊

拉克资助，虽然它现在被美国列为恐怖主

义组织，但伊拉克现政府比较容忍该组织

在伊拉克的存在。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说明

其资金来源”。让-伊福斯说。李伟分析说：

“MKO 曾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情报机

构支持，事实上，现在它只有得到美军的

许可，才可能在伊拉克待下去。”

拉什德说：“就我所知，以色列摩萨

德与恐怖组织的唯一一次合作，是在阿富

汗抵抗苏联入侵时，那是一次CIA、ISI 和

摩萨德的联合反苏行动。”让 - 伊福斯也

认为：“以色列情报机构几乎没有与任何反

政府组织合作过，他们通常从政权高层内

部寻求支持。”■

MKO总部设在巴黎，“它受到法国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法国不希望受到阴

谋反对伊朗政府的指控”。

记者◎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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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内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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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冰岛

支柱。在冰岛，虽然仅有占总人口 5%的人

在从事渔业工作，但是渔业收入仍然占据了

冰岛外汇收入的 40%”。伯格曼说：“冰岛人

担心冰岛会因加入欧盟而失去渔业权利。”

丹尼尔森告诉记者，从 1983 年起，冰

岛就根据经济规则和国内有经验的海洋专家

的建议，对本国渔业实行配额制度，防止欧

盟渔业对冰岛的侵蚀。尽管这个系统饱受政

治争议，但从经济和生态角度上说是持久并

管理良好的。“而在欧盟内部，渔业是运行

最差的部门。通用的农业政策会造成过度捕

鱼、过度投资和低效率低收益等一系列问题。

很多冰岛人担心加入欧盟会使冰岛放弃现有

的成功的渔业管理体系。”

“冰岛对渔业的控制一直非常强硬，甚

至不惜牺牲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冰岛海岸警

卫队和英国海军之间曾经因此发生过小规模

的冲突。这意味着，冰岛强烈反对外国捕鱼

船只进入冰岛海域，而人们普遍担心加入欧

盟会导致这一结果。”丹尼尔森补充说。

丹尼尔森指出：“即使欧盟接受冰岛

的申请，冰岛也将最终通过全民公决，决

定是否加入欧盟。目前的民意测验显示，

大多数冰岛人对加入欧盟仍然持持续的反

对态度，这主要就是因为渔业问题。”伯格

7 月 16 日，冰岛议会以 33 票赞成、

28 票反对和 2 票弃权的微小差距，通过了

申请加入欧盟的提案。次日，冰岛政府向

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正式递交加入欧盟的

申请书，跨出了向欧盟迈进的第一步。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专家约

翰·丹尼尔森是冰岛人。他告诉本刊记者：

“冰岛是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国

家。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都在去年 10 月崩

溃了。”“冰岛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

币体系不良管理，在冰岛，人们普遍认识

到必须用一种更稳定的货币来取代现有的

冰岛克朗，那就是欧元。这是冰岛需要加

入欧盟的首要原因。”

“其实冰岛早在 1994 年就成为欧洲经

济区的成员。但这只是让冰岛置身于欧洲

市场之中，并没有让冰岛加入欧盟的相关

机构，特别是欧洲的货币金融系统。”冰岛

比弗罗斯特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

尔·伯格曼对本刊记者分析说，“金融危机

导致克朗急剧贬值，使得冰岛面临的债务

迅速膨胀，而使用欧元能够减轻这种负担。

此外，一方面，冰岛负债的利率很高，欧

元的引入能够给冰岛带来利率的降低。另

一方面，冰岛对进口的依赖很大，克朗的

贬值又带来了严重的通胀，欧元也能解决

相应的问题。”自去年金融危机起，冰岛克

朗较欧元贬值了 85%。

今年 4月上台的左翼联盟政府一直主

张冰岛加入欧盟。但在此次议会投票中，申

请加入欧盟的提案仅以5票的微弱优势获得

通过。“这是因为冰岛的主要保守党派虽然

看到了加入欧盟能够给冰岛带来的好处，但

他们仍然担心这会使得冰岛的主权和独立受

到影响。”伯格曼分析说，“而这一直是冰岛

的主流政治话语。可以说，正是冰岛人的这

种国家意识长期以来使冰岛处于欧盟之外。

而现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使经济利益在与传

统政治话语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伯格曼指出，渔业问题是冰岛加入欧

盟谈判的最关键问题，“渔业是冰岛经济的

曼说：“欧盟需要向冰岛做出‘保证’，确

保冰岛的渔业权利不受侵害。如若不然，

冰岛人不会允许国家加入欧盟。”

而在欧盟方面，冰岛加入欧盟的道路

也并不是一马平川。除了可以预见的艰难

的渔业谈判，还有来自荷兰的反对。“一些

冰岛银行在荷兰开放了一些高息的储蓄业

务，然后遭遇了破产。这使得荷兰储户遭

受了高达 16 亿欧元的损失。荷兰方面要求

冰岛政府对储户做出赔偿。但在经济危机

之中，冰岛政府显然负担不起。”丹尼尔森

告诉本刊记者。

此外，德法两国曾经表示不支持欧盟

在《里斯本条约》获得通过之前接受新的成

员国。但伯格曼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在

东扩中，一些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与欧盟

的接轨中出现了问题，“但冰岛本身已经是

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一员，而欧盟也有扩大

的需求。因此我并不认为《里斯本条约》的

通过问题会阻碍冰岛加入欧盟的脚步”。

“包括德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目前已经宣

布支持冰岛加入欧盟。”丹尼尔森说，“由于

作为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尚悬而未决，

欧盟还不能接收新成员。但最早在今年秋天

爱尔兰全民公决之后，事情就会见分晓。”■

记者◎徐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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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递交加入欧盟申请
“大多数冰岛人对加入欧盟仍然持持续的反对态度，这主要就是因为渔业问题。”

7 月 23 日，冰岛外长奥叙尔·斯卡费丁松（左）向瑞典外长卡尔·比尔递交加入欧盟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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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的僵局

■ 观察·洪都拉斯

“11 月洪都拉斯将进行总统大选，明年 1月政府换届，临时政府正争取

把塞拉亚回国时间拖到大选以后，造成既成事实。”

所保留。”其根本原因是，“塞拉亚执政期间，

政策上与美国渐行渐远”。比如“2008 年 8

月加入委内瑞拉和古巴倡导的‘玻利瓦尔

美洲联盟’，以获得委内瑞拉向该组织国家

提供的廉价石油”。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

员徐世澄说。但历史上，“独立后的洪都拉

斯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它曾是美国反对尼

加拉瓜革命政权的基地，美国在洪也有少

量的军事存在”。

正因如此，“米切莱蒂政府相信美国

不会对它采取经济制裁”。琼斯分析说，“没

有美国的制裁，临时政府很可能会安然度

过剩下的几个月，直至大选产生新的民选

政府”。“美国实际上也在争取时间。”扎莫

拉评价说，“他们极力希望大选会像米切莱

蒂所希望的那样如期举行。他们也许不喜

欢米切莱蒂，但他们也不喜欢塞拉亚。”

应该注意到，“美国始终未明确将 6

月 28 日在洪都拉斯发生的事件定义为军事

政变”。徐世澄提醒本刊记者。“这次政变

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方的角色是支持国会

和最高法院。一旦权力更迭完成，军队仍

保持对政府的服从。”

7 月 19 日，为解决洪都拉斯政治危机

所进行的第二轮国际调解对话失败。洪临

时政府代表团拒绝接受让被罢免的总统塞

拉亚复职的条件，坚持塞拉亚回国将受到

司法审判，塞拉亚方面随即宣布“对话结

束”。“临时政府在拖延时间。”前哥斯达黎

加副总统扎莫拉（Kevin Casas-Zamora）

向本刊分析说，“11 月洪都拉斯将进行总

统大选，明年 1 月政府换届，临时政府正

争取把塞拉亚回国时间拖到大选以后，造

成既成事实。”

国际社会对此次政变普遍持反对态

度，至今没有国家承认临时政府。美洲国

家组织中止了洪都拉斯的成员国资格，明

确支持塞拉亚回国复职。美国也中止了对

洪的军事援助。在这样的国际压力下，米

切莱蒂临时政府却依然表现强硬。此前，

第一轮谈判已于 7 月 10 日破裂，塞拉亚的

回国努力也因受到阻挠而失败。

“其实，拉美国家组织并没有多少砝

码来对洪都拉斯施加影响。”美国莱斯大

学政治系教授琼斯 (Mark Jones) 向本刊

分析说，“除了委内瑞拉向洪都拉斯提供

补贴价石油外，拉美国家中实际上没有谁

对它有援助。洪与其他拉美国家也只有小

额贸易。”

与拉美国家比，“洪对美国的出口占

其出口总额的 2/3，美国也是洪都拉斯最

重要的援助国。洪在美居民向洪国内的汇

款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4”。琼斯分析

说。正因如此，扎莫拉认为：“在哥斯达黎

加总统阿里亚斯的调解失败以后，真正能

够对事态产生影响的行为体仍是美国。”

然而，华盛顿虽然公开谴责这一“践

踏民主”的政变，行为上却一直对介入此

事犹豫不决。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杨志

敏副研究员向本刊分析：“美国和美洲国家

组织都一致谴责政变，但声音有所不同，

并非都支持塞拉亚。左翼拉美国家领导人，

如卡斯特罗和查韦斯，对塞拉亚本人及其

政策都毫无保留地支持，但美国政府却有

这次由国家宪政机构支持的政变决定

了国际调解中的另一个真实困境。“政变当

局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但在洪都拉

斯国内，塞拉亚却受到所有国家机构的反

对，执政基础非常薄弱。”杨志敏说。扎莫

拉也认为：“其实，即使塞拉亚作为总统回

到洪都拉斯，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

他很难再治理这个国家。”

扎莫拉分析认为：“自洪都拉斯独立

以来，军政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军人服

从政府，关系稳健。洪都拉斯是中美洲政

治最稳定、暴力发生频率最低的国家。”他

担心，“如果临时政府成功争取到时间，自

然过渡到大选，就意味着对军队干政的承

认。这会为拉美地区树立一个榜样，即所

有国家都可以通过军事政变废黜不受欢迎

的总统，这种影响将是悲剧性的”。杨志敏

认为：“1982 年以来洪都拉斯进行了 23 年

无间断的完整大选，军方一直严守中立，

这一次的确是尖锐的对立。无论塞拉亚强

行回国或回国成功，都将造成国内动乱。”

徐世澄则认为：“从目前情况看，塞拉亚难

以通过自行回国恢复总统职位。”■

记者◎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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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在位于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边境的奥科塔尔市，洪都拉斯被罢免总统塞拉亚向他的支持
者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