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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G7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七國集團（G7）峰會28日發表公
報，14處提及中國，對香港、新疆、東
海、南海以及台海和平穩定等問題說三道
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9日指
出，中方敦促七國集團停止以任何形式攻
擊抹黑中國，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國內
政。

趙立堅表示，七國集團罔顧中方嚴正
立場和堅決反對，再次利用峰會公報鼓吹
「民主對抗威權」 敘事，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攻擊抹黑中國，煽動對抗情緒。這充
分說明，七國集團無意在平等尊重基礎上
開展對話合作，而是抱守冷戰思維，堅持
意識形態偏見，基於 「小圈子」 利益搞
「集團政治」 。

趙立堅強調，中國是世界和平發展、
地區安全穩定的堅定維護者，這與美國到
處發動戰爭、動輒實施非法單邊制裁形成
鮮明對比。
七國集團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的十分
之一左右，沒有資格代表全世界，更沒有
資格把自身價值和標準作為國際通用價值
和標準。中方敦促七國集團切實履行應盡

國際

的國際義務，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停止
搞雙重甚至多重標準。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28日在安
理會烏克蘭問題公開會上發言，敦促北約
不要以烏克蘭危機為藉口挑動集團對抗，
挑起 「新冷戰」 。中方堅決反對一些勢力
鼓動北約把觸角進一步伸向亞太，或者依
託軍事同盟拼湊 「亞太版北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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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態度反轉 或換取美售F-16戰機

瑞典芬蘭加入北約 庫爾德人淪棋子
（
▼左起）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土耳其總統埃爾多
安、芬蘭總統尼尼斯托、瑞典首相安德松 日在馬德里會
場神情各異。
路透社

各有盤算

【大公報訊】綜合
、 Politico
、路透社報
CNN
道：當地時間 日，北約成
員國一致同意邀請瑞典和芬
蘭加入北約。此前土耳其一
直強烈反對北歐兩國加入，
但在北約峰會登場前最後一
刻態度大反轉。這也再次引
發外界猜疑三方談判的過
程，而在瑞典的庫爾德人，
更擔心自己淪為棋子。
29

28

為期兩天的北約峰會29日在西班牙首
都馬德里開幕。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在峰會首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北約
成員國領導人同意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改
造和強化這一聯盟。他說，為應對新的安
全現實，北約將加強前沿部署，強化在北
約東翼的武裝力量，將北約快速反應部隊
的人數增加到30萬人以上。此外，北約還
決定向烏克蘭提供一攬子 「增強綜合援
助」 方案。
此外，斯托爾滕貝格表示，北約成員
國一致同意邀請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北
約領導人還批准了一份指導這一軍事組織
未來十年的新戰略構想，稱俄羅斯是北約
「最大且直接的威脅」 。

土方要求引渡33名嫌犯
在此次峰會召開之前，土耳其是否能
答應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是最大的懸念。
土方不滿北歐兩國包庇庫爾德族武裝，更
不滿西方對安卡拉禁售武器。當地時間28
日，土耳其、芬蘭、瑞典三國首腦和北約
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進行了4個小時的會
談，終於取得突破。
根據三國簽署的備忘錄，作為未來的
北約盟國，瑞典和芬蘭將全力支持土耳其
的反恐鬥爭，承認庫爾德工人黨（PKK）
為被禁止的恐怖組織，也不會支持敘利亞
庫爾德武裝 「人民保護部隊」 及 「居倫運
動」 。兩國還同意解除向土耳其出口武器
的限制。
土耳其司法部長博茲達表示，將根據
三方新協議，要求將33名 「恐怖主義」 嫌
犯自這兩個北歐國家引渡回國，這些人要
麼是PKK成員，要麼屬於 「居倫運動」 ，
被指曾參與2016年未遂的政變。瑞典方面
則說，執行這項協議將視土國提供的引渡
資料而定。
此前，瑞典一直批評土耳其侵犯庫爾
德人權利，因此成為土耳其的眼中釘。有
約10萬庫爾德人生活在瑞典，他們擔心自
己終將淪為瑞典的棋子，或者與土耳其交
易的籌碼。居住在瑞典的庫爾德人阿伊塔
爾表示，庫爾德人在歷史上曾多次被出
賣， 「也許埃爾多安在打賭，他可以繼續
入侵庫爾德人聚居區，而西方會因為需要
土耳其的支持而保持沉默。如果西方坐視
不理，他就會很高興」 。

讓土耳其獲得心心念念
的F-16戰機，以提升空
軍老舊機隊的戰力，有
待觀察。
一名美國政府高級
官員28日聲稱， 「土耳
其方沒有要求美國做出特
定的讓步」 。不過，
Politico文章透露，美方此
前開出條件，除非北約擴
員一事有進展，不然美國
總統拜登不會考慮與埃爾
多安面對面會晤。而埃爾
多安周二則表示，他將與拜
登在北約峰會期間會談，討論
俄烏戰爭和北約擴員事宜。分
析認為，美土首腦會談與埃爾
多安最終改變態度息息相關。
埃爾多安也表明，在北約峰
會與拜登會面時，一定會提到購
買F-16戰機事宜。美國外交關
係委員會的庫克稱，埃爾多安的
此番表態實質上是昭告天下，土
耳其在直接和美國談判。

北約擴員影響

冀外交亮點提升民望
另外，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協
會研究員基里什指出，埃爾多安阻攔
芬蘭及瑞典加入北約，主要出於國內
政治考量，包括轉移民眾對土耳其嚴
峻經濟狀況的注意力，以及他需要一
場外交勝利來提升支持率。
土耳其明年將舉行大選，在埃爾
多安堅持的經濟政策下，一度被視為下
個新興市場的土耳其，通貨膨脹率飆
升、貨幣貶值。
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梅德韋
傑夫此前表示，如果瑞典和芬蘭獲准加入
北約，那麼俄羅斯將在邊境部署彈道導彈
和核武器。莫斯科29日表示，瑞典和芬蘭
加入北約將 「破壞穩定」 。

美土首腦會勢提戰機
不少北約官員認為，埃爾多安對庫爾
德武裝勢力的關注只是表面上的訴求，其
真正的目的是讓美國批准向安卡拉出售
F-16戰鬥機。為芬蘭和瑞典開綠燈，能否

•目前俄羅斯與北約國家共享約1200公里

邊界。一旦芬蘭加入，北約成員國與俄羅
斯的邊界將再增加約1300公里，對俄形成
壓迫。

•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後，波羅的海形同成

為北約內海，俄經濟中心聖彼得堡和戰略
重鎮加里寧格勒都位於波羅的海沿岸。

•北約再度擴張對俄羅斯安全構成威脅，莫

斯科回應稱，將在邊境部署彈道導彈和核

▲5月14日，支持庫爾德武裝的示威者在柏林與警方對峙。

路透社

武器，波羅的海無核狀態將成為過去。
大公報整理

北約厚此薄彼 烏克蘭夢碎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彭博
社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9日通過視
像在北約峰會上發言。他表示，烏克蘭雖然
不是北約成員國，但已抵抗被北約視為主要威
脅的俄羅斯超過4個月，並反問烏克蘭對保衛歐
洲的貢獻是否仍不夠。
澤連斯基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若夫克瓦表示，
北約已通知烏克蘭， 「你們不是北約成員，因為
我們不希望你們加入。北約對我們說，什麼都不
會給我們。」 此外，烏克蘭對北約馬德里峰會的
期望也不高。分析指，相較瑞典和芬蘭正朝着加
入北約的方向快速邁進，烏克蘭的 「北約夢」 基
本破滅。
《紐時》分析稱，即使沒有巨大的地緣政治
風險，烏克蘭自獨立以來貪腐問題就十分嚴
重，難以滿足加入北約的必要條件。
北約一直宣稱自己是一個以共同防禦原則
為基礎的聯盟，極不可能接納一個正陷入戰
爭的國家。不少西方官員質疑，烏克蘭的

軍事實力能為北約的集體防禦做出多少貢獻。此
外，拜登政府對於擴大美國的軍事承諾持謹慎態
度，一直不願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
有觀點認為，在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後，
北約是否會暫時 「收手」 ，客觀上促進俄烏戰爭盡
早停火。但也有分析認為，支持烏克蘭抗擊俄羅斯
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的 「政治正確」 ，北約已經騎虎
難下。

▲烏克蘭中部波爾塔瓦州一間購物中心27日遇襲着
火。
美聯社

尹錫悅首次外訪遇冷 韓網友感屈辱
▲土耳其一直想購買美國的F-16戰鬥
機。
資料圖片

北約峰會餐廳驚現俄式沙律
西方官員和記者28日在馬德里
北約峰會會場的餐廳菜單上，發現
了一道名為 「俄羅斯風味土豆沙
律」 的菜品。這道菜標價8歐元，
沙律裏有豌豆、土豆、胡蘿蔔和蛋
黃醬。路透社稱，這道高碳水沙律
很吸引人，所以即便名字有爭議，
還是很快就售罄了。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亞洲經濟網站報
道：赴西班牙參加北約峰會是韓國總統尹錫悅上任
以來的首次外訪，然而他抵達後的第一天行程就遭
遇波折，原本計劃於
28日舉行的兩場會談
都被取消。有韓國網
友批評尹錫悅 「參加
和韓國沒有任何關係
的北約峰會，卻在北
約遭白眼、坐冷板
櫈」 。有網友指，這
一場面 「給韓國國民
帶來了屈辱感。」
28 日 與 芬 蘭 總
▲韓國總統尹錫悅（中）28日在和美國總統拜
統尼尼斯托舉行會晤
登（右）握手時，拜登卻望向保加利亞總統拉
德夫（左）。
視頻截圖
原本是尹錫悅參加北

約峰會期間的第一個行程，但這場會晤被取消後，
同一天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的會晤也被取
消。報道稱，尹錫悅當天在會談地點等待了30多分
鐘才離開。據悉，兩場會談被取消的原因都跟瑞典
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有關。土耳其、芬蘭、瑞典三
國首腦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當天進行了長達
4個小時的會談。
此外，尹錫悅28日出席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
為各國領導人舉行的歡迎晚宴，在和美國總統拜登
握手時，拜登並沒有和尹錫悅對視，而是望着保加
利亞總統拉德夫。這一畫面迅速引發韓國網友熱
議，韓在野黨支持者甚至製作了名為 「無對視握
手」 短視頻在網上傳播。
此外，尹錫悅在晚宴上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進
行了三、四分鐘的交談。共同社稱，這是尹錫悅今
年5月就任韓國總統後兩人首次面對面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