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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评G7峰会：

分裂的七国 孤立的美国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峰会9日在加拿大
魁北克省落下帷幕。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非常不诚实和软弱”，并称自己已指示美
国代表不支持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政府在一系列问题
上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引发盟友强烈反对。如
果特朗普坚持强硬立场， 七国集团内部裂痕
恐日益加深，未来前景将愈发黯淡。

不欢而散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正值特朗普政府以国
家安全为由宣布对从欧盟和加拿大等国进口
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后不久， 贸易分歧自然
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之一。
加拿大媒体援引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
员的话说， 尽管特朗普和其他与会领导人在
见媒体时表现出“一团和气”，但他们在闭门
会谈中未能弥合在贸易争端上的分歧。
特朗普9日在加拿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更是公开警告其他国家， 不要对美国的关
税举措采取反制措施， 否则它们可能会失去
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而在提前离开峰会、前往新加坡的途中，
特朗普于专机上又在推特上发文， 指责特鲁
多在他离开加拿大后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并
发表“
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种侮辱”
的言论，称特鲁多“
非常不诚实和软弱”。特朗
普说， 他已指示美国代表不支持七国集团峰
会联合公报， 并威胁将考虑对进口汽车加征
关税。
分析人士指出， 特朗普政府先前退出应
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 和伊朗核问题协
议，已招致盟友强烈不满，现在又对盟友加征
钢铝关税，令美国的处境愈发孤立。

渐行渐远
美国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出
口到美国的钢铝加征关税，此举激怒了这些国
家。 在此之前，美国与欧洲盟友就已经在伊核
协议和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美国《国会山报》评论说，特朗普的单边
行动、 保护主义政策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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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让美国完全站到了其主要盟友的对立面。
在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一天， 法国总
统马克龙十分罕见地公开强硬批评特朗普政府
近期的一系列单边行动。 马克龙在推特上呼吁
维护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还直接向特朗普
叫阵，称如果他不介意被孤立，其他六国也不怕
七国集团变成六国集团。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
目负责人朱莉安·史密斯表示，自特朗普上任以
来， 美国的西方盟友尝试了用严肃说教和魅力
攻势等各种方式与特朗普互动。 但特朗普过去
数月采取的一系列单边行动表明， 他坚定认为
这些盟友一直在
“
占美国便宜”。
分析人士指出， 盟友越来越直接的批评显
示其正在改变对美国的态度。而另一方面，目前
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会改变在贸易问题上的做
法。在各方立场趋向强硬的背景下，美国与盟友
之间的矛盾预计将愈发尖锐， 彼此间的对垒或
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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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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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电 随着今年高考在各
地落下帷幕，有不少考生在经历紧张考试
后却不知如何科学放松，身体和心理仍处
于疲惫状态。 专家建议，高考后放松勿放
纵，积极休息睡好觉是关键，有利于将身
心调整到最佳状态。
不少考生反映，为了复习备考，每天
都在繁忙、紧张中度过，特别是在冲刺迎
考的最后阶段，有的考生睡眠质量不高老
是做梦，甚至半夜惊醒。 新桥医院神经内
科心理咨询专家戴光明介绍，也有许多考
生认为高考后就可以彻底放松了，甚至把

放松变成了放纵，不分昼夜地上网、聚会。
戴光明说，其实从复习、考试到等待录取
通知书这个阶段， 考生承受着较大的身心压
力。 考后如果骤然放松，不合理安排和调整生
活状态， 可能会导致以后在新的学习环境中
形成焦虑、抑郁、人际交往困难等适应障碍。
专家建议， 考生考后放松的关键是积极
休息，保证健康规律作息时间，白天可进行适
当的体育锻炼， 阅读一些有益的课外书籍和
外出旅游等。 在白天调节放松的同时，每天晚
上保证有8个小时高质量睡眠时间，这样有助
于身心健康。
李松

张学友演唱会，又抓了俩！
晚报讯 据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官方
微博消息，9日晚上的张学友金华演唱会现
场，警方抓获了两名逃犯，这是从今年4月7
日以来， 警方在张学友演唱会上抓获的第
四、第五个逃犯。
6月9日晚，在张学友金华演唱会现场，

金华警方抓获一名逃犯（马某，49岁），其因涉
嫌盗窃被上海警方上网追逃。被抓获时，马某
正在兜售演唱会门票，自称
“歌神”歌迷，如门
票卖不掉准备自己进场观看。
至此， 警方已经在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抓
到5个逃犯了。
金讯

尚格·云顿主演动作悬疑片
《深海越狱》
冯巩、毛俊杰主演喜剧片
《幸福马上来》
刘熙阳、张一山主演爱情片
《一纸婚约》
最 新 演 出 信 息 阿克谢·库玛尔主演喜剧片 《厕所英雄》
6 月 15 日 19:30 大型原创魔术儿童剧《萌萌兔—森林奇幻之旅》 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爱情喜剧片 《超时空同居》

更俗剧院

6 月 20 日 19:30 舞剧《红高粱》
7 月 4 日 19:30 美籍华裔——
—林易钢琴独奏音乐会
7 月 7 日 19:30 芭蕾舞剧《白毛女》
7 月 10 日 19: 30 俄罗斯少儿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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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地

信息调查事务所

调查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专业搬厂、设备、吊装运、企业搬迁等

13962806878 十多年搬运经验 4T-10T 叉车各 2 辆出租
址 :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本地实体：81067222 13073290000

手机：

仁杰
商务

补运中心

补运

5月10日， 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
与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24日， 白宫发布了一封特朗普致金正恩的公
开信，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决定取消此次会晤。
但在本月1日，特朗普又宣布，会晤将如期于6
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李晓渝 夏立新

高考后放松勿放纵
积极休息睡好觉是关键

成功满意价值服务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据新华社新加坡电 新加坡外交部长
维文10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说， 朝鲜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已经抵达新加坡。
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2日在
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举行会晤。 这是
历史上朝美两国在任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分析人士指出， 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俱乐
部， 七国集团曾经在国际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但随着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快速成长及其国
际话语权的不断增强， 七国集团的地位逐渐下
降。 现在，内部的分裂更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塔
伦·查布拉指出，七国集团的成立旨在维护一个
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 其中包括应对保护主义
倾向。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则从根本上违背了七
国集团的宗旨。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
安·马拉比表示，七国集团内部的分歧无疑正在
加深。 他认为， 只要美国不改变目前的行为模
式，那么七国集团就将成为一个“分裂、低效”的
组织。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表示， 七国集团在
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很难调和， 由此造成内部裂
痕扩大。 即便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经贸和外交政
策今后有可能被纠正，但从长远来看，七国集团
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将继续下降。
（综合新华社记者李保东、高攀、刘晨、朱东
阳、姜俏梅、韩冰、应强、桂涛报道）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 95 号纺织大厦 623 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将于12日在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和特朗普举行会晤

前景黯淡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鸿运婚介

金正恩抵达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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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本栏目广告位尚有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栏目
投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江海晚报分类窗口缴
纳广告款，广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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