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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VfW[pl 2::d_9q`
!opq[\PQqrstX'
uO'uSv::E%0B0:7E&v
E0%7B:7F+1E)*2_9q`

!rst[\PQO-@M_+
opiR5GcwZPQqr
stX'uO'uSvE::E%0
FEE0ETO'u&v0FB%F0EBO
TxF:EE*O_9q`
!2hyz@M_+iR5G[
\vp]-^C[\=>cS
7?EOk8&9::%EE:BTF:F
E0OcS=>_;%7e=>
#?:>O_9q`

美国过去曾在格陵兰岛设过领事馆，但于
1953年关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
致信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明年在格陵
兰岛首府努克设立领事馆的计划。信函称，努克领
事馆将成为拓展美国在当地利益的有效平台，帮助
美国保护在该地区的核心权益。

这是继购岛计划落空后，美国又一次在格陵兰
岛“刷存在感”。特朗普日前向媒体记者证实有购
买格陵兰岛的意向，但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随即
表示美国的想法是“荒谬的”。遭到拒绝后，特朗普
以此为由推迟了原定9月初访问丹麦的行程，还评
判弗雷泽里克森用语“粗俗”。

位于北美洲东北部的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
岛，是丹麦的一个自治州。该岛气候严寒，大部分
被冰盖覆盖，常住居民仅5万余人。美国对这样一
个“苦寒之地”又是要购买又是要设领馆，该岛丰富
的资源和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被认为是美国对它
如此“执着”的主要原因。

格陵兰岛矿产资源丰富，其中稀土资源尤其被
美国看重。随着气候变暖，格陵兰岛冰盖处于加速
融化过程中，以前难以开采的矿产资源逐渐具备开
采条件。

同时，气候变暖也使得经过北冰洋的北方航道
日渐显现出开发价值，格陵兰岛的价值也“水涨船
高”。更重要的是，该岛靠近北极点并与俄罗斯隔
北冰洋相望，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依据丹
麦和美国1951年签订的一项防务条约，美军有权
使用位于格陵兰岛北部的图勒空军基地，该基地可
监测卫星和探测飞越北极地区的战略导弹。

有分析认为，美国此时表现出染指格陵兰岛的
强烈意愿，有与俄罗斯竞争之意。俄罗斯近年来不
仅加大了开发北方航道的力度，还在北极地区加强
了军事建设。美国欲通过染指格陵兰岛在与俄罗
斯的北极竞争中占得先机。

一架直升机与一架双座小型飞机25日在西班
牙旅游胜地马略卡岛上空相撞，两架飞机上7人全
部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3时
30分（北京时间19时30分）许。直升机型号为贝尔
206L，由私人公司运营，载有5人，包括一名意大利
籍飞行员以及一对德国夫妇和两个孩子。小型飞
机载有两名西班牙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佩德罗·桑切斯通过个
人推特账户对这起不幸事故表示关切，并对遇难
者家属表示慰问。

马略卡岛是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最大岛
屿，位于地中海西部。去年，马略卡岛接待外国游
客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德国游客人数最多。每
年夏天这里乘直升机观光的旅游项目和私人定制
飞行服务项目显著增加。 据新华社

美国为何“执着”于
格陵兰岛

美国国务院在近日递交国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希望明年能在丹麦所辖的格陵兰岛重
新开设美国领事馆。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欲购买格陵兰岛但遭丹麦方面拒绝。

分析人士认为，格陵兰岛地缘战略价值重要且矿产资源丰富，是美国对其产生兴
趣的主要原因。尽管丹麦对美国购岛反应激烈，但并不愿与其闹僵，两国在重开领馆
问题上有商量。

丹麦各界和舆论对美国购岛激烈反对，但
对美国有意在努克设立领事馆则态度相对温
和。

丹麦人民党外交政策发言人瑟伦·埃斯珀
森2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
在格陵兰岛设领事馆）是个好主意。这并不新
鲜，因为二战时美国在格陵兰岛曾经拥有过领
事馆。”他说，开设领事馆是增强丹美两国合作
关系的一部分，丹麦不会反对。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美国的北约盟友，丹
麦并不愿与美国闹僵。事实上，在特朗普对丹
麦拒绝其购岛计划表示不满后，弗雷泽里克森
就表示，特朗普推迟访问不会影响丹麦和美国
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她还给特朗普打了电
话。而特朗普也是“就坡下驴”，对媒体表示这
次电话交谈是“建设性的”，还改口称赞弗雷泽
里克森是“了不起的女性”，说美国和丹麦关系
良好。

格陵兰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安妮·隆
娜·巴格尔24日也在政府网站上表示，欢迎美
国在努克恢复领事馆，这是未来良好合作的开
端。

但对5万多格陵兰岛居民来说，美国开设
领事馆在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方面或许只是
一张“画上的饼”。一直以来，丹麦和格陵兰政
府就同美国因图勒军事基地龃龉不断。有丹
麦议员抱怨说，美国在格陵兰岛上设基地没给
过一分钱，美方承诺创造就业，但只有从美国
来的人在那里得到了工作。

此外，美国对格陵兰岛的“上心”也引起了
丹麦的警惕。埃斯珀森表示，美国的购岛企图
对丹麦敲响了“警钟”，多年来，丹麦在某种程
度上忽视了该岛的军事战略地位。

据新华社

重开领馆有商量购岛不成出新招

8月25日，在荷兰海牙马德罗丹公园，人们参
观微缩建筑。

位于海牙的马德罗丹公园1952年开园，占地
1.8万平方米，用1：25的比例微缩荷兰典型建筑和
城乡景观，因此又被称作“海牙小人国”。

新华社

走进荷兰“海牙小人国”

美国 丹麦

直升机和小型飞机
空中相撞
事发西班牙，致7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