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在华盛顿白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新华社 图

特朗普就任后， 美俄关
系一直悬念不断。 特别是在
中东地区， 美俄两国之间斗
争多于合作，分歧大于共识。
看来， 这两个昔日冷战对手
未来是斗还是和， 将在中东
得到验证。

一个多月前， 在特朗普
亲自指挥下， 在地中海东部
海域巡弋的两艘美国军舰向
隶属叙利亚政府军的沙伊拉
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
式巡航导弹。 叙利亚和俄罗
斯立即对美国袭击行动予以
强烈谴责。

本月4日，俄方与土耳其
和伊朗签署备忘录， 决定叙
利亚交战各方在指定区域内
停火休战。备忘录规定，在叙
西北部伊德利卜省、 中部霍
姆斯省、 首都大马士革郊区
和叙南部地区设立4个“冲突
降级区”，叙政府军战斗机不
得在这些区域飞行， 而且俄

方也保证如果这些区域内确实
没有任何活跃的军事行动，俄
方飞机将不在这些区域上空活
动。 俄土伊三方作为担保国还
可能出兵监督停火情况。 叙利
亚政府立即表示支持设立“冲突
降级区”。

“冲突缓冲区”与美方过去
一再主张的在叙利亚设立“禁
飞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因此美
国对于“冲突缓冲区”虽然心存
不满， 但却不能公开表达出来。
此外， 美国虽然曾经主张设立
“禁飞区” 但又因为担心自己无
力维持而作罢， 而俄土伊三国
却成功设立“冲突缓冲区”，这再
次显示出美俄两国在中东影响
力此消彼长的态势。

虽然俄罗斯在与美国围绕
叙利亚问题进行的较量中略占
上风， 但是中东问题远不止叙
利亚一个， 而且叙利亚问题在
短期内也难以解决， 因此美俄
较量一时还很难真正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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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强调想要改善美俄关系
“解职”风波未平，又高调接见俄外长 分析：美俄斗或和，中东是关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突然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
斯·科米职务，不仅震动美国社
会，也令白宫幕僚猝不及防。直
至9日夜， 白宫官员都在忙于
应对媒体记者。

次日，特朗普现身白宫，高
规格接见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拉夫罗夫是特朗
普上任后到访美国的最高级别
俄罗斯官员。 特朗普一并接见
的还有联邦调查局“通俄”调查
的重点关注对象、 俄罗斯驻美
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特朗
普在会见拉夫罗夫时， 强调想
要改善美俄关系。

这次俄外长访美是2013
年8月以来的首次， 引起舆论
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虽
然双方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
但俄美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现在谈论两国关系改善
还为时尚早。

拉夫罗夫此行另一重要
目的可能就是为俄总统普京
与特朗普的会面铺路。

本月2日， 特朗普和普京
通话。克里姆林宫方面在通话
后发表声明说，普京和特朗普
都表达了在7月份德国汉堡二
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安排会面
的意愿。但这一信息并未出现
在白宫的声明中。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后来向白宫求证时，白
宫也含糊其辞不愿作答。

但从拉夫罗夫此次表态
来看，“特普会”似乎已经板上
钉钉。据俄新社报道，拉夫罗
夫表示，他与蒂勒森在会谈中
讨论了如何为两国元首会晤
作准备，包括在叙利亚等问题
上准备会晤成果。

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
欣认为，即便双方领导人举行
会晤也不能说明两国关系已
经改变， 而只是一个开端。并
且特朗普目前正遭受来自美
国国内反对势力的巨大压力，
这也阻碍了美国与俄罗斯发
展关系。

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表
示， 目前俄美关系不容乐观，
上一届美国政府不遗余力破
坏两国关系的根基，致使当前
双边关系低水平运行。

相谈甚欢

特朗普10日在白宫椭圆办
公室与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
谈。媒体评论称，这一“礼遇”对
他国外长而言，规格颇高，并不
多见。上个月，美国国务卿雷克
斯·蒂勒森访问俄罗斯，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同样在
总统府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他。

除两国官员外， 在场的仅
一名美方摄影师和一名俄罗斯
摄影师。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告
诉媒体记者， 他与拉夫罗夫的
交流“非常好”。

特朗普说， 双方磋商了叙
利亚局势和乌克兰问题， 强调
加强合作， 尽早结束叙利亚冲
突。 拉夫罗夫也对会谈予以积
极评价，称“特朗普政府、总统
本人和美国国务卿都让他再次
信服，他们都是行动派”。

科米的解职成为媒体关注
焦点。被问及科米去职是否影响
会谈时， 特朗普回答，“完全没
有”。至于解职科米的原因，特朗
普说：“这很简单，他不称职。”

此前， 科米在国会听证会
上证实， 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
罗斯政府干预去年美国总统选
举的指控， 调查范围包括特朗

普竞选团队是否可能与俄罗斯
存在关联。

拉夫罗夫的“玩笑”

拉夫罗夫上一次到访美国
是在2013年8月。 拉夫罗夫与
特朗普会面前， 会见了美国国
务卿蒂勒森。

在媒体记者拍照环节，拉
夫罗夫被问及科米被解职是否
给此次会晤带来负面影响，拉
夫罗夫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颇
有讽刺意味地说：“他被炒了
吗？你开玩笑吧，你在开玩笑。”

然后，拉夫罗夫朝记者挥了
挥手，转身与蒂勒森一同离开。

两名外长讨论了叙利亚局
势、 俄美关系和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等问题。蒂勒森本
月3日在国务院发表讲话时曾
表示，美俄之间几乎不存互信，
双方均意识到双边关系处在冷
战后最低谷。

蒂勒森现年64岁，1975年
进入埃克森美孚工作，从2006
年起担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他曾大力推动美企对俄经贸、
能源合作， 被克里姆林宫授予
俄罗斯友谊勋章。

■综合新华社

结束与特朗普会晤后，拉
夫罗夫回到俄罗斯驻美使馆举
行了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重申
俄罗斯没有干预美国总统选举，
称如果俄罗斯政府能够控制美
国局势，美国人该感到丢脸了。

有媒体记者提问， 俄方是
否对科米离职感到高兴， 拉夫
罗夫没有直接回答， 而称这是
美方内政问题。

细心的媒体记者发现，特
朗普当天还接见了俄罗斯大使

基斯利亚克。在俄罗斯使馆网站
发布的一张照片上，特朗普与基
斯利亚克微笑握手，面向记者拍
照。从照片背景看，拍摄地点就
在白宫椭圆办公室。而白宫新闻
通报并没有提及基斯利亚克。

特朗普的首任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就因在任
职前与基斯利亚克有过接触，
并在接受调查时说谎， 最终辞
职，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短
命”的总统“军师”。

美俄斗或和 中东是关键

特朗普接见拉夫罗夫，
把美国媒体一律挡在门外，
事后连官方现场照都不提
供。然而，会面刚结束，俄罗
斯官方机构就公布了双方握
手照，让美国媒体深感“丢份
儿”。

特朗普上台后， 其执政
团队与美国主流媒体的关系
一直很不对付， 发生过不少
口角。但白宫记者团想不到，
这么重要的一次会见， 白宫
把本国媒体全挡在门外就算
了， 竟然事后连官方现场照
都不给“自己人”提供，却让
俄方抢先发布。

当天会面结束后， 俄外交
部在社交网站“推特”的账号就
发布了特朗普与拉夫罗夫在白
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握手照；
紧接着， 俄罗斯驻美大使馆的
“推特”账号又放出特朗普微笑
着与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
利亚克握手的照片。

白宫事先表明这场会面不
对美国媒体开放， 仅允许白宫
官方摄影师和一名俄官方通讯
社塔斯社摄影记者在场。 会面
结束后， 美方记者才获准进入
椭圆形办公室， 但现场只剩特
朗普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并无俄方人员。

特朗普与俄大使“偷摸”会晤

白宫连见面照片都不给美媒

俄外长近四年来首访美
关系难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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