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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的固执和印度的骚乱
两个星期来 ，印度一直被示

威和暴力活动困扰，目前已有至
少23人因此丧生。 看样子短时间
内不易平息。

事情的缘起 ，是印度议会通
过了一份《公民身份修正案》，反
对者认为该修正案带来强烈宗
教歧视色彩。

印度独立后不久 ，在1955年
通过《公民法》，这项法律及其后
来的修正案都禁止非法移民获
得印度公民身份。 这次从2016年
就开始着手进行的修正案，几经
周折 ，于2019年12月10日在议会
通过。 修正案规定，来自印度邻
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
的印度教 、锡克教 、佛教 、耆那
教 、天主教等非法移民 ，可以获
得印度公民身份。

乍一看，这份修正案对非法
移民更加友好，更加宽松。 但是，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当然会注
意到，法案“刻意忽略”了来自这
些国家的穆斯林难民。 显然这不
符合印度宪法中规定的宗教平
等原则，涉嫌歧视穆斯林。

虽然印度80%的人口信仰印
度教，穆斯林占大约13%，但因为
其人口基数庞大（超过13亿），穆
斯林人口也有近两亿，是世界上
穆斯林人口第三多的国家（排在
印尼和巴基斯坦之后 ）。 修正案
的通过，引起印度广大穆斯林的
严重不满， 他们纷纷示威游行 ，
随即一些大学生和市民也加入
示威。

面对示威 ，莫迪政府的对策
是加强警力、 切断互联网等 ，坚
持立场不后退。 莫迪政府的解释
是，之所以没有包括穆斯林非法
移民 ，是因为巴基斯坦 、孟加拉
国和阿富汗都是伊斯兰教国家 ，
穆斯林在这些国家不会受到迫
害，不会因此成为难民或非法移
民。

但很多人并不这么看 。 《印
度快报 》23日刊登一篇评论称 ，
尽管很多人说不要过度解读 《公
民身份修正案》， 不要 “过于狭
隘”， 以为这个修正案是针对穆
斯林的 ，但几年来 ，莫迪和印度
人民党的多名高层官员，不断强
调要将印度变成“印度教徒的国
家”， 经常发表反对穆斯林的言

论，很难让穆斯林有安全感。
很多媒体分析 ，印度人民党

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
教派主义色彩，莫迪更是一个强
硬民族主义者，他在担任古吉拉
特邦首席部长时， 该邦曾发生过
大规模暴力事件， 穆斯林是主要
受害者；莫迪担任总理后，印度已
经发生多起对穆斯林不友好的文
化和政治事件。 这次修改公民法，
也是印度人民党和莫迪在2014年
选举和今年选举中所许下的政治
承诺。 《纽约时报》一篇社论认为，
这起事件实际上完全符合印度目
前的政治发展逻辑，“莫迪的固执
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该社论还
把莫迪这种做法和特朗普相提
并论。

从造成民众分裂来看 ，莫迪
这次举动和特朗普确实有一拼 。
在众多民众示威抗议该修正案
时，也有人对莫迪充满感激。 《印
度时报》23日报道 ， 印度人民党
高级官员辛格·楚欧汗说 ， 在那
些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
拉国的非穆斯林难民来说 ， “莫
迪就是上帝”，“这些人目前犹如
生活在地狱中，是莫迪给他们带
来了新的生活”。

当然也有分析认为 ，公民身
份修正案造成的伤害， 可能远不
止目前的骚乱。 从长远看，这次公
民身份修正案不仅可能会挑起印
度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
矛盾，制造长久的争端，也可能因
此 恶 化 和 邻 国 巴 基 斯 坦 的 关
系———印巴这对冤家今年关系刚
有所缓和， 这个修正案造成的矛
盾可能再次让两国走向对抗。 此
外， 这次修正案除了没有提及穆
斯林也没有提到来自缅甸的罗兴
亚人等， 这些逃难而至的非法移
民将来在印度怎么办， 也是个问
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
括制裁参与修建俄罗斯向德国
输气管道项目“北溪 -2” 的企
业。 此举遭到德国谴责。

分析人士认为，“北溪 -2”
项目背后是美国、俄罗斯和以德
国为代表的欧盟， 在能源安全、
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上的博弈。
项目遭到制裁后可能会延期，但
不会半途而废。 俄罗斯将更紧地
扼住欧洲的能源命脉，而美俄在
欧洲的地缘冲突还会加剧。

德国反应强烈
“北溪 -2”管道经波罗的海

海底连接俄罗斯和德国，再通过
德国干线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
欧洲其他地区。 该项目总投资大
约 95 亿欧元， 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占一半，其余的由荷
兰、 法国和奥地利等国企业投
资。该项目计划 2019 年完工。今
年 10 月 30 日， 丹麦政府批准

“北溪 -2”项目，意味着这一天
然气输送管道项目排除最后障
碍，有望数月内竣工。

“北溪 -2”项目一直遭到美
国批评。 特朗普声称担心欧洲由
此成为“俄罗斯的俘虏”，并威胁
要制裁参与项目的企业。 德国各
界一直做美国的工作，然而制裁
法案最终还是生效。

德国政府 21 日发表声明，
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 德国副
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
说，制裁是对德国和欧洲内部事
务以及主权的严重干涉，美国的
制裁令人费解，不像是一个北约
盟友能做出来的决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 18 日在联
邦议院讲话时说，德国反对美国
的域外制裁。

美国意图暴露
分析人士指出 ，“北溪 -2”

项目遇到的争议，既有经济利益
的原因，又有地缘战略因素。

美国一直想为自己的页岩
气寻找市场。 不过，由于运输路
途遥远，还需液化和气化，美国
液化天然气在欧洲市场上的价
格远高于俄罗斯天然气。

德国世界趋势国际政治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西格弗里德·菲
舍尔告诉记者，发起制裁的两名
美国参议员背后都有深厚的油
气利益背景，他们希望用这种不
公平的方式挤走竞争者。

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考虑更
加明显。 美国驻德大使格雷内尔
今年 1 月致信参与该项目的德国
企业说，随着“北溪 -2”和“土耳
其溪”两条天然气管道投入运营，
欧洲过境乌克兰进口俄罗斯天然
气将逐渐变得多余， 乌克兰的政
治和安全地位将会下降， 欧盟对
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也会加强。

菲舍尔认为，美国不希望看
到俄罗斯与欧盟走得太近，俄欧
合作将对美国产生巨大的竞争
压力。 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排除出
欧洲，一直是冷战后美国的重要
战略目标。

围绕“北溪 -2”项目，德法
等老欧洲国家和波兰等新欧洲
国家意见相左。 美国的意图在于
对欧洲“分而治之”。

地缘竞争加剧
特朗普签署法案后，为“北

溪 -2” 铺设管道的瑞士全海洋
公司 21 日宣布暂停有关活动。

“北溪 -2”项目的一名发言
人曾对媒体说， 即便制裁生效，
项目仍将稳步推进并尽快完工。
他还说，完成该项目对欧洲的天
然气供应安全至关重要。 一些能
源行业人士认为，美国制裁措施
会推迟项目完工，但无法阻止项
目完工。

德国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欧
盟和德国更加重视应对气候变
化，推进能源转型，欧洲对天然

气这种清洁能源的需求将继续
扩大，因此德国不会轻易放弃这
个项目。

菲舍尔认为， 德国将在 60
天的窗口期内与美国加紧谈判，
可能会出台新的解释，从而让相
关企业规避制裁。 然而，随着俄
罗斯通过能源供给加强在欧洲
的影响力，美俄欧之间的地缘竞
争将加剧，这将是新的现实。 这
种局面会使“北溪 -2”以及俄罗
斯向欧洲天然气的供应在未来
面临难以预料的形势。 （新华社）

俄罗斯：制裁是对欧洲国家的“羞辱”
美 国：不断有欧洲外交官表达谢意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22日警告，俄方可能就美
国涉“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的制裁法案而采取回应措施。 即
使在美方制裁下，这一对欧能源
项目仍将竣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
日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内容包括对参与“北溪-2”天然
气管道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

拉夫罗夫说，美方制裁是对
欧洲国家的“羞辱”，俄方将继续
推进项目。 按照“北溪－2”项目
方的说法，天然气管道已铺设大
约2100公里， 仅剩300公里待铺
设。“欧洲国家了解它们的商业
利益所在，” 拉夫罗夫说，“这种
利益与长期能源安全相关。 ”

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
雷内尔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

时辩称，欧洲联盟、欧洲议会以
及十多个欧洲国家对“北溪－2”
项目感到担忧。 美方制裁“极其
偏向欧洲”， 不断有欧洲外交官

“就这一立场向我表达谢意”。
“美国的政策立足于欧洲（能

源供应）多元化，确保有多个（能
源）来源国，”格雷内尔说，美方不
希望看到“一个国家有能力获得
对欧洲的不当影响力”。 （新华社）

4 名中国船员
在加蓬遭挟持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加蓬使馆23日
证实，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奥文多港口海域
22日晨发生一起海盗袭击事件， 中加渔
业公司2艘渔船遭抢劫， 船上4名中国籍
船员被挟持带走。

中国驻加蓬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预案，指导企业向当地渔政部门和警方报
案，并即派官员赶赴现场了解情况，慰问
相关企业；同时紧急同加蓬方面联系交涉
并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全力展开追查搜救
行动，保障有关船员安全。 加方目前已加
强海上安全措施，并开展相关工作。

美国有与俄天然气利益之争，又有分治欧洲的企图

““北北溪溪 --22””项项目目
遭制裁背后的 俄美欧大博弈

欧洲内部分两派
围绕 “北溪－2”项目 ，欧

洲各国立场不一致 ；在欧洲
天然 气 市 场 有 竞 争 关 系 的
美国 和 俄 罗 斯 近 年 交 锋 激
烈。

乌克兰 、 波兰担心 ，一
旦新项目投入使用 ，俄罗斯
将减 少 或 停 止 经 由 两 国 向
欧洲输送天然气。 两国将承
受经济和地缘政治损失 ，因
而反对这一项目。

德国和奥地利等国支持

这一项目 ，希望借助天然气
摆脱对煤炭的依赖。 德国财
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指责
美方借制裁 “严重干涉德国
和欧洲内部事务 ”， 对此表
达“最强烈反对”。

《金融时报 》报道 ，美方
以维护乌克兰利益为由阻挠
项目， 事实上担忧乌克兰在
俄欧能源合作中的地位遭削
弱， 无法发挥在欧洲对抗俄
罗斯影响的作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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