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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內訌升級 快速擴員恐遇阻
克羅地亞開條件 土耳其重申反對瑞芬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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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左）19日在紐約會晤
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
盧。
路透社

北約成員國之間
暗流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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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土耳其與希臘
•兩國在東地中海油氣
資源歸屬、領海與領
空劃分、塞浦路斯等
問題上存在嚴重分
歧。兩國過去曾多次
相互指責對方戰機頻
繁入侵領空。

土耳其與美國
•土耳其一直指責美國
及部分北約成員國支
持庫爾德 「恐怖分
子」 ，並借人權問題
攻擊土耳其。

﹁

法國對北約態度
•美國和德國一直將歐
洲安全問題與北約聯
繫在一起。相反，法
國提倡 「歐洲戰略自
治」 ，主張建立 「歐
洲軍」 ，在不依賴北
約的情況下應對
安全挑戰。

﹂

•要求芬瑞兩國停
止公開支持庫爾
德工人黨，同意
向土引渡境內
「恐怖分子」 。

克羅地亞
•要求鄰國波黑修
改其選舉法，使
波黑的克羅地亞
族更容易當選地
方公職。

匈牙利
•總理歐爾班多次
表示，北約是防
禦聯盟而並非軍
事聯盟，匈牙利
未來不想陷入和
俄羅斯的衝突當
中。

（大公報整理）

土耳其提三大條件

匈牙利取態備受關注
除了土耳其以外，匈牙利的取態也備受關
注。匈牙利雖然未公開反對瑞芬兩國加入，但
鑒於匈牙利與俄羅斯的關係，匈牙利是否會像

歐盟推1.74萬億計劃擺脫俄能源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華爾街日報》報
道：歐盟委員會18日公布2100億歐元（約1.74萬億
港幣）的能源投資計劃，爭取在五年內擺脫對俄羅
斯化石燃料的依賴。
根據方案，歐盟計劃從現在到2027年間通過節
約能源、多元化能源供應、加速可再生能源發展以
及投資和改革等方式，盡快擺脫對俄化石燃料的依
賴，同時到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在歐盟能源消費中
的比重從40%提高至45%。根據該計劃，歐洲國家
近期將進行合作，與美國、中東和非洲的生產商協
商天然氣供應協議，以取代俄羅斯的供應。
歐盟40%的天然氣、25%的石油和近半數煤炭
供應來自俄羅斯。歐盟已宣布從8月起禁用俄羅斯煤
炭，且計劃今年底前把俄天然氣用量減少三分之
二，但遲遲無法對禁運俄羅斯石油達成共識。
與此同時，芬蘭國有能源公司加蘇姆
（Gasum）18日發布預警公告，從俄羅斯進口的

天然氣可能會在本周結束供應。這並不是加蘇姆第
一次預警俄氣斷供，該公司曾在17日發布公告稱，
由於無法接受俄方提出的盧布付款要求，決定將供
應合同提交仲裁。在芬蘭正式提交加入北約申請的
情況下，俄羅斯與芬蘭之間的關係越發緊張。

▲歐盟計劃逐步減少對俄能源依賴，歐盟每年自俄
羅斯進口的能源超過400億歐元。
美聯社

烏克蘭產糧恐下降五成
阻撓歐洲
出台俄羅斯
能源禁令一樣出
手，外界還在觀望之中。
分析指出，瑞典和芬蘭加入北
約遭受多重阻攔的根本原因，在於
北約各個成員之間存在不同程度上的
利益分歧。因為領土爭端和塞浦路斯
問題，土耳其和希臘長期鬧不和。今
年5月9日北約年度 「老虎會」 軍演，由
於被主辦國希臘 「點名」 ，土耳其退出
軍演。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本周訪美
時，暗示華府不要賣F-35戰機給土耳
其，也不要為安卡拉升級老舊F-16機隊。
美國《新聞周刊》分析指出，就北約擴
員一事，美國可能會因為過去怠慢部分盟友
而受到 「反噬」 。文章引述土耳其和匈牙利
官員的說法稱，這兩國對於未獲邀參加去年
12月在華府舉行的 「民主峰會」 表示不滿。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華爾街日報》報
道：俄烏衝突導致糧食生產出口嚴重受阻，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18日警告，如果沒有俄羅斯商品、
白俄羅斯化肥和烏克蘭糧食，全球將陷入嚴重糧食
危機，目前全球50多萬人生活在饑荒狀態，自2016
年以來人數增加了超過500%。
古特雷斯當天在紐約舉行會議指出，俄烏衝突
正在加劇全球糧食不安全情況，而這情況已因氣溫
國
▲際紅十字警告，俄烏衝突將導
致全球 3.46
億人受到糧食安全問題
的影響。
美聯社

土耳其一直是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最大
「攔路虎」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9日在推
特發布視頻片段，表示土耳其堅決反對兩國加
入北約，除非北約成員國能滿足土耳其提出的
一系列條件。
埃爾多安說，土耳其已明確告訴盟友，將
拒絕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他指責瑞典和芬蘭
窩藏並資助 「恐怖分子」 提供他們武器，批評
這兩國支持被土國認為是恐怖組織的庫爾德工
人黨（PKK）和敘利亞庫德族民兵團體人民保
衛軍。埃爾多安說， 「北約是安全聯盟，我們
不能接受恐怖分子在其中。」
土耳其此前就同意兩國加入北約提出三個
條件：第一，兩國需要停止對庫德工人黨的支
持。第二，所有歐盟成員須撤銷對土耳其的武
器出口限制。第三，要求美國撤銷先前其因購
買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而停止其購買F-35戰
機的決定。鑒於土耳其與其他北約成員國不和
由來已久，因此土耳其提出的一系列條件恐怕
難以被接受。

路透社

北約多國同意芬瑞加入的 開價

克羅地亞總統米拉諾維奇在18日的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他計劃指示該國常駐北約代表
諾比洛阻止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除非克羅地
亞的鄰國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納（簡稱波黑）
修改其選舉法，使波黑的克羅地亞族更容易擔
任地方公職。
米拉諾維奇呼籲在這個問題上 「擁有最終
決定權」 的議會在波黑克族選舉問題得到解決
之前，不要批准任何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協
定。他表示： 「倘若議會不批准，那麼克羅地
亞的問題就會引起人們高度的興趣。」 早在4
月26日，米拉諾維奇就曾表示，芬蘭和瑞典
申請加入北約，相當於激怒俄羅斯，是 「十分
危險的冒險舉動」 ，會予以阻止。
米拉諾維奇的最新表態等於暴露了克羅地
亞政壇總統與總理之間的分歧，克羅地亞總理
普連科維奇曾對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表示同
意。克羅地亞外交和歐洲事務部長拉德曼18
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責米拉諾維奇 「破壞」
了克羅地亞在西方的聲譽，稱總統的聲明等同
於 「敲詐」 。稱駐北約代表會遵循外交部門指
示而非總統，強調克羅地亞議會 「絕對」 會批
准該協議。
根據北約規定，要通過新會員國加入得獲
得現階段全體30個成員國同意，再由各國議
會正式認可，整個程式可能要花上一年。

瑞
▼典民眾 日在首都斯德哥爾摩抗議加入北約。

盤根錯節

【大公報訊】綜合今日俄羅斯、
、法新社、《時代周刊》報道：瑞
CNN
典和芬蘭 日正式提交文件加入北約，
引來多個北約成員國的反彈。繼土耳其
之後，克羅地亞總統米拉諾維奇在 日
也對此事表達反對意見，他計劃要求該
國常駐北約代表阻止芬蘭和瑞典加入北
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日再次表
示，將拒絕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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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和新冠疫情惡化。在短短兩年內，面對嚴重糧
食不安全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從疫情前的1.35億增
加到目前的2.76億。
自衝突爆發以來，各地出口量銳減，導致物價
飆升；印度日前禁止小麥出口後，價格進一步攀
升。古特雷斯指出，過去一年中，全球糧食價格上
漲了近三分之一，化肥價格上漲了一半以上，油價
上漲了近三分之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財政上難
以承受產品價格上漲，面臨債務困境和違約的風
險。
聯合國估算目前約有2000萬噸的穀物滯留烏克
蘭敖德薩無法出口，導致全球糧食市場面臨供給不
足的壓力。烏克蘭農業政策與糧食部長索利斯基在
會議上表示，今年烏克蘭的糧食產量有可能下降
50%，越冬作物的播種也將受到嚴重影響。國際社
會應該做好每噸小麥的價格由目前的430美元漲至
700美元的準備。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透
露，古特雷斯提議將俄羅斯化肥出口排除在制裁範
圍之外。


周德武

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報復是遲早的事

世界

迄今為止，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
約的過程總體還算平穩。一是兩國議會
沒有出現激烈的辯論，各自首都的抗議
活動也沒搞出大的動靜。二是俄羅斯的
反應出奇平靜。三是美國國內民意也沒
有強烈的反彈。唯一的意外是，土耳其
為兩國加入北約設置障礙，封堵了入約
的快速通道。土耳其開出的價碼並不
低，既然瑞典和芬蘭兩國考慮的是本國
安全問題，那麼有必要解決一下土耳其
的安全關切，那就是瑞典和芬蘭必須明
確承諾不再為 「庫爾德工人黨及其延伸
組織」 提供庇護；取消對土耳其的制裁
及購買美國F35戰機的限制等。外界普遍
認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雖撂下了狠
話，但很大可能是拿這些作為討價還價
的籌碼，畢竟將來加入歐盟還需要這些

國家點頭，總不能把事情做絕，除非土
耳其對加入歐盟徹底死了心。
烏克蘭入約未成，瑞典和芬蘭後來
居上。俄方對兩國加入北約的反應表面
平靜，但其內心的憤怒可想而知，肯定
要尋找發作的時機。
這些年來，人們一直有一個錯覺，
總以為世界的混亂主要發生在亞非拉地
區。其實，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世
界版圖變動最大的地區還是歐洲，特別
是蘇聯一分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為
七，世界上一下子多出20多個國家，以
至於一些國家的外交部為配齊這麼多大
使而犯難。烏克蘭在民族、宗教、歷
史、國家起源上與俄羅斯有着千絲萬縷
的聯繫，基輔離開了俄國大家庭，讓俄
羅斯的歷史書都沒法寫，有着帝國情結
的普京當然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有所作
為。過去20年，俄羅斯的國力有所恢
復，自信心有所上升。從某種意義上
說，2022年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是蘇聯

解體之後一次大的餘震，具有很強的邏
輯性和必然性。
5月18日，瑞典和芬蘭兩國向北約秘
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正式遞交了入約申請
書，瑞典首相安德森和芬蘭總統尼尼斯
托又專程飛往美國會見拜登。此時的拜
登正忙着前來亞洲參加 「四方安全對話
峰會」 ，及宣布成立 「印太經濟框
架」 。許多人大惑不解，為什麼這時候
兩位領導人還跑去華盛頓湊熱鬧，其實
這兩國把申請書交到北約總部那只是形
式，關鍵是要把申請書交給真正的老闆
手中。《北大西洋公約》第10條規定，
任何邀請加入的成員必須向美國政府呈
交入約文件，美國政府再將文件之收存
情況，通知其他締約國。由此可見，這
兩國領導人前來華盛頓向拜登遞交入約
申請書，不是可有可無的環節，而是
「政治正確」 之旅。拜登此前已向瑞典
和芬蘭兩國保證，在入約的過渡期內，
美國將為其提供安全保證。有美國人壯

膽，芬蘭和瑞典也就踏實了許多。
北約吸收瑞典和芬蘭加入對美國的
意義非同一般。尤其考慮到全球氣候變
暖、北極開發熱度漸趨升溫，俄羅斯與
北約成員國的矛盾和利益衝突肯定會增
多，芬蘭作為北約的最前沿，無疑將大
大增加對俄羅斯的威懾力。有了俄烏戰
爭的 「意外收穫」 ，接下來什麼時候犧
牲烏克蘭也就有了迴旋的空間。畢竟美
國用烏克蘭換芬蘭，完全打開了21世紀
的生存和防禦空間。
芬蘭的中立和瑞典的軍事不結盟為
北歐迎來了70多年的和平。如今芬蘭和
瑞典加入北約，俄與兩國關係的性質也
隨之改變。俄羅斯清算蘇聯解體的舊賬
等了30餘年，這次終於對烏克蘭下了狠
手。接下來俄羅斯需要等多久來清算芬
蘭違反1948年《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
約》呢？這個條約清楚地載明，雙方保
證不會加入針對對方的同盟。
在大國之間保持中立，一直是芬蘭

的成功之道。基辛格曾對 「芬蘭化」 讚
賞有加，甚至早在2014年撰文為烏克蘭
指明發展方向，期待烏克蘭能像芬蘭一
樣，在美俄之間成為橋樑。但烏克蘭沒
有選擇這條路，這一次芬蘭也主動炸毀
了通往俄羅斯的橋樑，實在是有辱戰略
大師的智慧。
當下整個西方正陷入反俄、仇俄的
狂熱之中。但這種共識能持續多久也是
存有疑問的。瑞典忘記了自己於1999年
參加對南斯拉夫聯盟的 「維和行動」 ，
烏克蘭忘記了自己於2003年派兵參加在
伊拉克的侵略行動。如今他們對俄羅斯
出兵烏克蘭表現得大驚小怪，好像世界
秩序一夜之間崩塌了，不能不令人懷疑
這些國家的 「角色沉浸」 如此之深，究
竟是在演戲，還是真的捍衛什麼原則？
北約東擴的魔盒已經打開，中立國不再
中立，未來的戰爭只能順着自身的邏輯
自我實現。誰都不希望有戰爭，但誰也
避免不了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