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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遭越邊防人員打斷4根肋骨

特朗普：美中友好對亞太有利
專家分析稱美方希望日本不要主動刺激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10

日在白宮與到訪的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舉行會談。在會談後舉

行的聯合記者會上，特朗普表

示，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進行了「十分良好的」和「十

分熱切的」談話。他稱，美中

雙方正處於友好相處的過程之

中，美與許多中方代表就諸多

問題舉行會談，美中相處好

了，對中國、日本、美國等亞

太地區各國都有益。北京專家

分析，在會談中，特朗普向安

倍晉三表明了中美關係友好的

有利性，借此透露了希望日本

不要主動刺激中國的意願。

此為特朗普上任以來首度親口談到他與習近平
主席的互動。而他與安倍會談後發表的聯合

聲明中則表示，美國致力於使用包括常規武器和
核武器在內的全部軍事實力保衛日本，這一承諾
「不可動搖」。

美日重申安保條約涵蓋釣島
另據BBC報道，特朗普稱，美日聯盟是「亞太
和平的基石」，而兩人在會談後發表的聲明重申，
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涵蓋「尖閣群島」（中國稱釣
魚島），並強調，美日領導人「反對任何破壞日本
管轄這些島嶼的單方行動」，美國和日本將加強合
作，確保東（中國）海的和平和穩定。
該聲明還重申了美日反對在南海「使用威脅、
恫嚇或武力」來申明海洋主權聲稱的「企圖」，
強調「根據國際法」保證自由航行、飛行和合法
使用海域的重要性。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對本報表
示，此次美日首腦見面會談主要在於強化美日同

盟，而雙方基本上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尤
其是日本，得到了美國強有力的安全保證。

華既是美對手又是合作夥伴
而對於特朗普一面顯示中美友好、一面軍事保

衛日本的「兩面」手法，梁雲祥則指出，中日兩
國對美而言，意義不同，中國對美既是潛在競爭
對手、也是某些全球問題合作的夥伴，日本對美
而言只是協助美領導世界的小夥伴。也因此，會
談中，特朗普向安倍晉三表明了中美關係友好的
有利性，也借此透露了希望日本不要主動刺激中
國的意願，「特朗普意識到了需與中國保持相對
穩定關係的重要性，但其同時透露出，美將不惜
一切保衛日本，不僅有些針對朝鮮的意味，對中
國也是某種威脅。」
他認為，此次特朗普強調中美關係友好重要性

後，並不意味着中日關係的改善，「中日關係很難
根本改善，但在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今年，只要不
出大事，基本還能平穩一段時間。」

瑞士不再承認「流亡藏人」
身份證件統一為中國公民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西藏網引述瑞

士的媒體報道稱，「流亡藏人」在瑞
士申領居住證和護照時，其「西藏國
籍」或「無國籍」不再被承認。申領
人「出生地國家」一欄只能填寫「中
國」，身份證件只能標註「中國公
民」。國籍變更後，「流亡藏人」被
視作中國公民進行管理，在瑞士從事
經商、旅遊等活動，也要經由中國大
使館申領相關證件。
瑞士聯邦報近日報道，由於難民

問題困擾歐洲已久，瑞士政府一再
縮緊接收的難民政策。截止到2016
年11月的數據顯示，去年「流亡藏
人」申請難民獲批准的比例為今年
新低。這些申請難民身份的「流亡
藏人」大多來自於印度和尼泊爾。
由於當地生存十分困難，他們想到
瑞士謀生。但獲得難民身份越來越
難，一旦申請難民被拒絕，這些人
只能在收容所中過夜或打黑工賺極
低的工資。
據分析人士稱，瑞士聯邦不再承

認「西藏國籍」完全合理。近年
來，「難民潮」席捲歐洲。瑞士不
得不嚴格控制境內難民數量、及時
查清難民身份。在這個背景下，移
民局要求「流亡藏人」在其身份證
件上準確標註自己的國籍，合情合
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
人就是中國人」，因此，將其身份
證件上國籍由「西藏」改為「中
國」，用瑞士聯邦移民事務秘書處
的話說，只不過是「發現早期錯誤
後進行的糾正」。分析人士指出，
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向中國靠攏，
源於中國在堅定捍衛國家核心利
益，同時堅定奉行和平發展，合作
共贏外交理念。由此觀之，瑞士選
擇正確的做法就不難理解了。

美國總統特
朗普8日致信中
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受到國
際輿論廣泛關

注。2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
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重
要性及如何發展中美關係達成高度共識。通
話中的三個關鍵詞引人注目。
一是「一個中國」。特朗普在通話中重

申，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這是

此次通話的最大亮點。1972年以來，歷屆
美國政府都申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重視中
美關係的人都應該清楚，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文件，其核心都是一個
中國原則，這構成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特朗普在中美最高層互動中，親口強調美國
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值得讚賞。

二是「夥伴」。在對華認知上把中國稱為
美國的敵手，在美國有一定的市場，特朗普
組建的執政團隊裡也不乏在經貿等問題上視
中國為敵手的人。中美有分歧不等於就必然

成為對手和敵人。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
歧，雙方應努力做朋友和夥伴。習近平表
示，中美兩國發展完全可以相輔相成、相互
促進，雙方完全能夠成為很好的合作夥伴。
特朗普表示，美中作為合作夥伴，可以通過
共同努力，推動我們雙邊關係達到歷史新高
度。
三是「合作」。做夥伴的要義是合作。特

朗普要奉行「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堅持
自己國家「利益優先」，無可厚非。特朗普
的政治話語中強調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但通過破壞與夥伴的關係實現不了自身的
「偉大」。兩國的核心利益本身就包括發
展中美合作。習近平表示，中方願意加強
同美方在經貿、投資、科技、能源、人
文、基礎設施等領域互利合作，加強在國
際和地區事務中溝通協調，共同維護世界
和平穩定。特朗普表示，美方致力於加強
兩國在經貿、投資等領域和國際事務中的
互利合作。
以兩國元首此次通話為標誌，此次通話

是中美關係的新起點。中美關係從來都不
是一帆風順的，但總體上是處於發展和上
升的。我們期待中美關係少些波折、多些
合作，無愧於兩國人民、整個世界和這個
時代。

中美元首通話的三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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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問題專家 華益文

美國哥大宿舍爆仇外事件
中國留學生門牌被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宿舍內近日發生
疑似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門牌被撕毀事
件，引發外界關注。該大學跨文化事
務辦公室日前收到報告，稱有人故意
撕毀了那些看起來明顯不是西方名字
的亞裔學生宿舍門上的姓名牌。在美
國，不少高校學生習慣在宿舍門上張
貼寫有自己名字的門牌，以方便彼此
串門。
據報道，哥倫比亞大學Schapiro，
East Campus及Furnald三處宿舍樓
都出現了貼有亞裔姓名的宿舍姓名牌
被撕毀的情況。哥大多元文化事務辦
公室已致信校內相關學生組織，致以
慰問並承諾進行調查。
事件發生後，美國多元文化事務

機構的副院長梅林達．阿基諾致信
哥倫比亞大學的亞裔美國人聯盟和
其他亞洲文化學生組織。她表示，
仇外情緒的不斷滋長進一步加大了
這一事件的影響，很多學生出現了
焦慮情緒。有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
留學生表示，「我認為你如果真的
不喜歡中國來的學生，你可以以一
種更明確的方式表達出來或者進行
一些有意義的溝通，但是撕毀姓名
牌的舉動毫無意義」。

大馬沙巴州沉船事故
13獲救中國遊客出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記者從中國
駐馬來西亞哥打基納巴盧總領館了解
到，在沙巴州沉船事故中生還的13
名中國遊客已經全部出院。11日凌
晨4點，其中兩名中國遊客搭乘中國
南方航空公司的飛機返回中國，其餘
乘客目前暫住在酒店，待處理善後事
宜後將逐批返回中國。
1月28日，1艘載有28名中國遊客

的快艇在由沙巴首府哥打基納巴盧前
往沙巴州環灘島途中失事沉沒，沉船
事件導致4名中國遊客遇難，4名失
蹤。

TPP瓦解 美日擬建新經濟對話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0日中午抵達白
宮，並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
談。在經濟方面，特朗普表示，美
日將構建一種自由、公平、互惠的
貿易關係。
安倍晉三當天表示，美國宣佈退

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後，日美開始討論如何進
一步深化兩國在貿易、投資等領域
的合作。安倍晉三表示，日本副首
相麻生太郎與美國副總統邁克．彭
斯正尋求建立一個涉及經濟議題的
對話機制。他表示，這一對話將會
產生積極的結果。白宮10日發表的
聲明顯示，安倍晉三在會談中邀請

特朗普今年年內對日本進行訪問，
特朗普接受了這一邀請。
在當天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

有關「限移令」的裁決時，特朗
普表示，美國正面臨着多方面的
威脅，他將竭力保護美國的安
全。他暗示，美國將於下周實施
更加嚴格的安保措施。他還表
示，有關「限移令」的司法程序
仍在進行之中，他堅信可以最終
贏得這場訴訟。
2月10日的訪問是安倍晉三近六
個月以來第四次訪美。去年11月，
安倍晉三在特朗普當選新一屆美國
總統後曾專程赴紐約與其進行會
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報道，3名中
國公民本月7日經越南芒街口岸回國時，被
越南邊檢人員索要小費。其中一男子被越南
邊防人員毆打，致3根肋骨骨折，至少1根
肋骨不完全骨折，多處軟組織挫傷。中國駐
越南大使館督促越方徹查此事，依法嚴懲涉
事人員，責成其向中國公民道歉並賠償損
失。

出境拒付小費遭七八人圍毆
3名中國公民分別是28歲男子謝鋒（化

名）、52歲的謝母陳美紅（化名）及謝鋒未
婚妻任麗麗（化名）。任麗麗稱，他們於
1月25日從廣西東興市出境到越南芒街口
岸，「我們是去度蜜月加拍婚紗照」。
任麗麗稱，入關芒街口岸時，越南邊檢

人員就開始收小費，「第一關查驗證件
時，收小費收了每人50元（人民幣，下
同），3、4步之外的第2個關口又要看證
件，收了每人30元，再走幾步出去時，他
們的保安又向我們每人收了30元，沒有給
任何票據。」
任麗麗表示，3人2月7日一早回國時，一
名女性邊檢人員又要收取小費。謝鋒說要給
朋友打電話，看是否確實要收小費，他剛要
往回走出海關大廳打電話時，該邊檢人員用
越南語大喊了一聲，旁邊就衝來7、8個穿着
軍裝的邊防人員，上來就打，「我愛人的手
機、眼鏡都摔壞了，被按到地上打，拳打腳

踢，打得特別厲害」。
任麗麗稱，謝母上前阻止，也被邊防人員

像扭送犯人一樣按住胳膊押回大廳。之後打
人者用手銬銬住謝鋒，綁住其雙腳，將其抬
到二樓一間辦公室繼續毆打。
任麗麗稱，隨後3個工作人員要求謝鋒寫

「自述書」，大概意思是越南的工作人員沒
打他，不寫就被搧耳光。後來謝鋒被搧耳光
後，被迫寫下「自述書」。任麗麗稱，她隨
後被允許過關，沒被要求交任何費用，到達
中國境內後，她立即向中方邊檢人員求救。
之後謝鋒和謝母也到達中國境內，謝鋒被立
即送到東興市人民醫院救治。
據東興市人民醫院7日出具的診斷證明書

顯示，謝鋒右側第3、4前肋及左側第4前肋
骨骨折，頭頸胸背部多處軟組織挫傷。另一
份診斷報告顯示，謝鋒左側第7前肋不完全
骨折。「醫生說還有一處小骨也有不完全骨
折的可能，但還未最終確定，明天將對謝鋒
做進一步詳細全身檢查，包括對內臟器官的
檢查」，任麗麗說。

中國使館促越嚴懲涉事人員
昨日早上，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稱，事發
時，被打中國公民通過打電話的方式告知了
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這件事情，中國駐越南大
使館高度重視中國公民在越南芒街口岸被越
南邊防人員毆傷的事情，已就此事向越南外
交部領事局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認為，這起事件是一起
令人震驚、粗暴對待中國遊客的嚴重事件，
我們對此表示憤慨和強烈不滿，已要求越南
方面立即採取措施，徹查此事件，依法嚴懲
涉事人員，責成其向中國公民道歉並賠償其

各項損失，並及時向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通報
調查和處理結果，同時切實採取有效措施，
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中國駐越南大使館
將繼續密切跟蹤此事件，督促越方盡快妥善
處置並向中國駐越南大使館通報。

■當事人表示，圖中右側穿紅色上衣女子
向其索要小費。 網上圖片 ■被毆打的男子身上傷痕處處。 網上圖片

■■特朗普與安倍晉三會談後特朗普與安倍晉三會談後
一同出席記者會一同出席記者會。。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