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约将于12月 3日至 4日在伦敦
举行峰会。今年是该组织成立 70 周
年，根据峰会安排，北约成员国领导人
将回顾该组织成立 70 年来取得的成
绩，商讨北约如何应对新挑战，并确
定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峰会前夕北
约内部多重矛盾凸显，给此次峰会蒙
上阴影。

“脑死亡”言论凸显矛盾

按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说
法，伦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就
如何让北约更适应世界新形势等问题做
出决定，认可太空为新的作战领域，更新
北约的反恐计划，并讨论俄罗斯、军备控
制等相关议题。此间舆论预计，峰会还
将围绕网络安全、叙利亚问题等热点议
题展开讨论。

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的一番
言论却给峰会泼了一盆冷水。他在11
月初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称，北约内部
缺乏战略协调，正在经历“脑死亡”。这
番言论直指美国和土耳其。

北约成立70年来，美国一直在其集
体防御机制中充当“领头羊”。但美国总
统特朗普就任后发表“北约过时”论，并

反复敦促北约其他成员国增加军费，在
伊朗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问题上也与
欧洲盟友产生分歧。马克龙指责特朗普
是“第一个”与欧洲盟友“想法格格不入”
的美国总统。

土耳其今年10月在叙利亚北部地
区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
遭到法国等一些北约成员国反对。马克
龙批评土耳其“在对我们利益攸关的地
区未经协调发动进攻”。

马克龙上述言论不仅遭到土耳其
“回怼”，众多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官员
也发声为北约站台。德国总理默克尔
说，由于“欧洲光靠自己无法自卫”，所
以维护好北约非常关键；虽然土耳其
在北约内有点“另类”，但从地缘政治
角度看，土耳其对北约意义重大，应该
留在北约。

不过马克龙 11 月 28 日在巴黎会
见斯托尔滕贝格后对媒体表示他拒
绝为“脑死亡”言论道歉，并称北约
需要“警钟”而他很高兴“警钟”已经
敲响。

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以“脑死亡”
这一刺激性词语形容北约，不论是否得
到其他成员国认同，都凸显了当前北约
内部矛盾重重的现状。

分歧多多弥合不易

在马克龙提到的与美国有关的问题
中，军费支出是近年来威胁北约团结的
一个主要问题。北约成员国2014年同
意，10年内将各自防务支出增加到相当
于国内生产总值2%的水平，但德法等不
少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展缓慢，引发特
朗普不满。特朗普不断敲打这些国家，
要求削减美国在北约的军费开支，降低
美国承担北约直接预算的比例。

11月中旬，默克尔终于承诺，德国将
在本世纪30年代初把国防预算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由2018年的1.4%逐步提
升至2%，履行北约成员国的承诺。不过
这一表态能否使特朗普满意还不得而知。

在此前有关北约军费分摊机制的谈
判中，法国认定自身所做贡献已超出其
在北约应承担的份额，一直不同意承担
更多。

有媒体以熟悉北约运行情况的外交
官为消息源报道，除美国以外的北约成
员国同意分摊更多该组织运行成本，各方
期望在伦敦峰会前达成一致。不过直到
目前尚无各方已达成一致的确切消息。

关于土耳其问题，有媒体上周援引

来自北约高层人士的消息称，土耳其拒
绝支持北约旨在强化波罗的海三国以及
波兰防御能力的计划，并试图借机与北
约“做交易”，以换取北约在打击叙北部
库尔德武装问题上的更多支持。

同时，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
空导弹系统也令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
大为不满。它们认为该系统无法与北约
武器系统兼容，并且可能帮助俄方定位
和追踪美国与盟国的战机，要求土耳其
放弃购买。但土耳其认定其他国家无权
干涉此事，坚持购买S-400，最近还出动
F-16等军机对S-400进行了测试。

此外，如何处理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在北约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马克龙此
前呼吁改善对俄关系，在伦敦峰会前又
强调俄是欧洲国家，要思考与俄罗斯的
对话是否会让欧洲更加和平。然而舆论
认为，北约目前尚无法与俄就乌克兰问
题达成共识，双方在裁军和军控等问题
上也存在较大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国际局势发生
深刻变化，北约成员国的利益差异也逐
渐显现，矛盾日益突出，使这一诞生于冷
战时期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未来发展充满
不确定性。

新华社伦敦12月2日电

北约矛盾重重 峰会蒙上阴影

新闻+ 时事
责编/版式 郭春皇

E-mailE-mail：：ywrb@gdzjdaily.com.cnywrb@gdzjdaily.com.cn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A10

新闻+ 体育责编/版式 郭春皇

新华社万象12月2日电 12月2日是老挝
国庆节。当天，中老铁路首根500米钢轨在位
于老挝首都万象的中铁二局焊轨基地完成焊接

“出炉”，标志着中老铁路焊轨基地正式投入生
产，为中老铁路全线轨道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负责中老铁路建设和运营的老中铁路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道金达在首焊仪式上说，在
老挝建国44周年的喜庆日子迎来老中铁路项目
第一条长轨，他代表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代表老
挝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铁二局中老铁路焊轨基地占地面积约
136亩，承担了中老铁路全线钢轨的焊接任务。
中老铁路铺轨项目部经理胡彬说：“自5月16日
正式破土动工以来，焊轨基地的干部职工们克
服雨季建场和设备进场晚的困难，不分昼夜工
作，在工期内完成建场、设备安装调试到位，保
证施工生产顺利进行。”

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
“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北起老中
边境口岸磨丁，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414公
里。该铁路全部采用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
建设，设计时速160公里，为电气化客货混运铁
路。工程于2016年12月全面开工，计划2021
年12月建成通车。

中老铁路焊轨
基地投入生产

12月2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工人在焊轨基地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柏林12月2日电（毛竞）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日报道，德国
联邦国防军KSK特种部队再现极右
分子身影。

据报道，德国军事反谍局怀疑
KSK特种部队一名下士为极右分子，
对其秘密调查数月。德国防部一名发
言人日前表示，将把此人调离特种部
队并停职。

此外，KSK特种部队另有两名军
官被指在这名下士召集的私人聚会上
行纳粹礼。其中一名军官已被停职，
另一人则被作为“极右嫌疑分子”接受
调查。

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
近日表示，德联邦国防军没有极端分
子的容身之地，而KSK特种部队作为
联邦国防军的招牌更是如此。

2017年4月，德国军事反谍局在
联邦议会接受质询时承认，已对军内
270多起疑似极右事件展开调查。同
年8月，多家德媒报道，KSK特种部队
多名军人在聚会上行纳粹礼并播放宣
扬右翼思想的歌曲。一名涉案军官于
2019年2月受审。

德国媒体报道，因组织结构严密、
能合法使用武器，联邦国防军对极右
分子极具吸引力，自建立以来便难以
摆脱“易于感染右翼思想”的形象。

德军特种部队
再现极右分子身影

新华社曼谷12月2日电（记者任
芊）泰国诗琳通公主1日在中国驻泰国大
使馆参加活动时表示，愿继续努力推动泰
中友谊不断巩固深化。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日为诗琳通公
主荣获中国“友谊勋章”举办庆祝活动。
诗琳通向来宾展示了勋章，并表示，她很
荣幸见证并亲自参与泰中友谊发展的伟
大历史进程，愿继续努力推动泰中友谊不
断巩固深化。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在致辞中高度
赞扬诗琳通公主几十年如一日研习和推
广中华文化，为推动中泰务实合作和传统
友谊做出杰出贡献。他说，诗琳通获颁

“友谊勋章”是新时代“中泰一家亲”特殊
情谊持续提升的重要体现。

枢密院大臣帕拉功、上议院议长蓬
贝、外交部长敦等泰国政要及各界友好人
士共12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今年9月，中国政府授予诗琳通公主
“友谊勋章”。

泰国诗琳通公主：

愿继续推动泰中友谊
不断巩固深化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姬烨
汪涌）北京冬奥组委2日向新华社记者透
露，12月5日也就是第34个国际志愿者
日时，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
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启动仪式将举行。

届时，北京冬奥组委将发布赛会志愿
者全球招募公告，开通全球招募网络系
统，并推出全球招募宣传片、志愿者标识
及歌曲，面向全球各界人士发出赛会志愿
者报名邀请函。这次活动也标志着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项目正式
拉开帷幕。

据悉，目前阶段，北京冬奥组委计划
招募2.7万名冬奥会赛会志愿者，1.2万名
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冬残奥会赛会志愿
者主要从冬奥会赛会志愿者中进行保留。

赛会志愿者将分布在北京、延庆、张
家口3个赛区以及其他场所、设施等提供

服务，服务类别包括：对外联络服务、竞赛
运行服务、媒体运行与转播服务、场馆运
行服务等12类。

整个招募工作将会持续一年半时间，
在2021年6月30日关闭招募系统。赛会
志愿者录用工作将于2021年9月30日前
全部完成。

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制定赛会志愿
者通用政策、保障政策，并将为志愿者
参与冬奥提供制服、证件、保险、交通服

务、医疗服务以及权益维护等保障措
施。同时将切实引导好、培养好赛会志
愿者队伍，健全培训机制，强化实践历
练，让志愿者在激情参与、快乐奉献的
过程中，收获个人成长、提高能力素质、
取得发展进步。

今年5月10日，在北京冬奥会倒计
时1000天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行
动计划》。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共设

立5个志愿服务项目，包括：前期志愿者
项目、测试赛志愿者项目、赛会志愿者项
目、城市志愿者项目、志愿服务遗产转化
项目。

赛会志愿者主要有6类来源，具体包
括：高校本专科生及研究生志愿者、中学
生志愿者、各省区市志愿者、港澳台志愿
者、海外华侨华人志愿者、国际志愿者。
这6类志愿者的招募方式及报名途径基本
相同。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即将启动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周湛
扬）2019年广东省“中国体育彩票”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男子U12组）于11月30
日至12月5日在顺德区进行。湛江队在
12月1日小组第二轮的比赛中，以6比0
大胜清远队。小组赛第三轮，湛江市体校
将对阵茂名队，两队将争夺小组第二晋级
四强的资格。

本次赛事由广东省体育局主办，广东
省足球协会、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承办，
吸引来自深圳、广州、湛江、茂名、梅州等
城市的8支球队近200人参与。根据分
组结果，A组有河源、广州、佛山、梅州，而
湛江与清远、深圳和茂名分在B组。

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
子U12组）

湛江队大胜清远队

中国足协近日发布《关于各职业俱乐
部暂缓签署球员合同工作的通知》，并明
确正在拟订“关于进一步推进联赛发展的
若干意见”，对现有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作
补充、完善和调整，计划于12月初公布。

一系列“新政”即将在中国足球各级联
赛执行，2020赛季或将出现哪些新变化？

年轻球员如何获得更多比赛机会？

从2017年开始实行“U23政策”实施
以来，尽管出现类似秒换下场、补时登场
等乱象，但也让恒大的杨立瑜、申花的朱
辰杰等年轻球员在中超赛场上崭露头角。

经过6月份中国足协对U23球员政
策的调整，比如要求“每场比赛，场上的
U23球员始终不少于1名”“俱乐部队报名
球员中有被各级国家集训队征调的U23
球员，可不执行U23球员政策”。这项“限
龄”政策也已日趋稳定，因此在2020年联
赛中极有可能将继续施行。

有消息称“从2020年开始，中乙球队
最多只能报名3位30岁以上球员，鼓励年
轻球员争当联赛主角”，这也引发广泛争议。

中乙球队只能报3名30岁以上老将，这
意味着大量年满30岁，在中超、中甲联赛中
很难获得出场机会的球员，将面临无球可踢

的局面。从长远来看，将进一步压缩很多球
员的职业生涯，提高职业足球运动的从业风
险，将会让很多家长不敢让孩子踢球。

尽管这项政策在2020年联赛中是否
会具体执行，或者以增加年轻球员出场人
数来取代尚不确定。但可以预见的是，如
何利用年龄限制政策，在各级联赛中增加
年轻队员的出场时间，比赛机会，增加有
效比赛时间，形成良性的职业足球梯队，
鼓励年轻球员留洋历练，必然是当下中国
足球补齐短板所必须坚持的方向。

限薪如何体现“精准化”？

根据中国足协相关说明，拟订“关于
进一步推进联赛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原则
中，包括推动各级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
降低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负担，规范薪酬
体系、转会市场，严格监管措施。可以预
见，限薪力度将在新赛季中国足球联赛中
明显加码。

各路资本涌入中国足坛，吸引一批高
水平外援球员加入中国足球俱乐部，给联

赛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但由
此产生很多俱乐部财务不堪重负，优秀球
员过于集中，球员高薪不愿留洋甚至影响
在国家队比赛中的投入程度等诸多弊端。

从“引援调节费”，到“工资帽”“注资
帽”，限薪一直是中国足协重点推进领
域。去年底，中国足协就明确，中超国内
球员个人薪酬（不含奖金）最高不得超过
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并对中超、中甲俱
乐部支出最高限额，投资人注资等方面要求
逐年下降。这对2019赛季中超冬季转会窗
口限制各俱乐部“天价引援”成效明显。

在国内球员与外援薪酬区别对待情
况下，归化球员薪酬该按什么标准来规范
要求；为鼓励年轻球员留洋，单独限制年
轻球员个人薪酬是否可行；限薪逐步加码
情况下，“阴阳合同”等乱象如何杜绝，俱乐
部财务情况如何更加透明，这些在2020赛
季中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依旧有待破解。

本土锋线能否“雄起”？

在2018赛季，武磊以27球的战绩首

次成为中超联赛的最佳射手，让本土射手
在众多“洋炮”中终于扬眉吐气一把。但
随着“武球王”征战西甲，本土射手中谁能
接棒，就成为关注焦点。

从刚结束的中超联赛来看，射手榜上
本土球员不仅集体无缘前十，而且表现最
好的广州恒大球员韦世豪打入11球，位列
第17。本土锋线的整体乏力，是中超联赛
重复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顽疾。

2020赛季，谁将扛起本土前锋攻城拔
寨的“大旗”？从本赛季表现来看，本土锋
线能够寄予众望的暂时并不多。在寄希望
于更多后起之秀能够尽快脱颖而出之余，眼
下只能期待韦世豪在恒大的豪华阵容中继
续学习“涨球”，在锋线上有更多亮眼表现。

多年留洋葡萄牙的经历，带给这名95
后前锋不俗的门前嗅觉和技术基础。但
在赛场上多次出现的有争议表现，也让他
成为中超赛场上的“话题人物”。刚刚公
布的中国男足选拔队集训名单中，韦世豪
也被征召，东亚杯上表现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武汉12月2日电

中国足球2020联赛或有哪些新变化

新华社香港12月2日电 亚洲足球
联合会（亚足联）2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
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2019年度各奖项获
奖名单，中国足协连续第二年获得“草根
足球激励级协会”奖，卡塔尔球员阿菲夫
和日本球员熊谷纱希分别当选亚洲足球
先生和足球小姐。

与中国足协同时入围“草根足球激励
级协会”奖的是马来西亚足协和日本足
协，最终中国足协成功蝉联这一奖项。中
国球员李影和汪琳琳分别进入亚洲足球
小姐和年度最佳青年女球员的候选名单，
但都未能当选。

韩国的郑正溶和日本的高仓麻子分
获年度最佳男、女教练奖，韩国球星孙兴
民当选年度最佳国际球员。

中国足协

蝉联亚足联“草根
足球激励级协会”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