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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对待试射 为何态度迥异!

阅读

提示

!!!!!!#

月
!(

日!朝鲜发射"光明星
(

号#卫星失败!联合国于
!0

日通过"主席声明$进行了谴责!并在随后加强了%制裁$措施&

然而当印度于几天后的
#

月
!&

日试射了射程超过
$%%%

公里

的"烈火
1$

$洲际导弹并取得成功时!美国等反而一片赞赏之

声& 白宫发言人
!&

日拒绝将印度试射导弹和朝鲜发射卫星做

比较! 他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有人拿这件事 (印度试射导

弹)同朝鲜和它的行为进行比较!我只想指出!印度的(防扩

散)记录和朝鲜截然不同!朝鲜已处于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制裁

之下& $为什么朝鲜发射个卫星(还是自称和平用途的卫星)!

引得如此轩然大波!而对印度明显%威猛$的军演!美国反而颇

有赞许之意* %洲际导弹俱乐部#到底奉行怎样的规则*

!"#$!%&'()

!!!!!!

事情的起源 ! 还要追溯到
"%%0

年" 当年
!%

月!朝鲜进行了首次核弹

实验" 这顿时让韩国# 日本等颇为紧

张!而美国#俄罗斯也用强硬态度谴责

朝鲜此举是在挑衅! 对地区和世界和

平构成了威胁"随后!联合国安理会通

过了
!2!'

号决议!要求朝鲜停止一切

与核武器#弹道导弹相关的试验!放弃

所有核武器和核计划"为此!还通过了

一些制裁手段"

"%%&

年
$

月!朝鲜再次进行了核

试验"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
!'2#

号

决议!内容和
!2!'

号差不多!总之是

要求朝鲜放弃核计划! 重返核不扩散

组织"

对这两次联合国决议! 朝鲜一直

在抗议!认为是欺负朝鲜"然而联合国

决议就是决议!不管当事人服不服!至

少在舆论方面具有强制力" 这次朝鲜

发射卫星! 就是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打

着卫星发射的幌子进行$大浦洞%洲际

弹道导弹的试验! 从而再次加以谴责

和制裁"

!!!!!!

那么! 联合国安理会凭什么干涉

朝鲜的核试验呢& 为什么印度的核试

验和导弹试验又没人吱声呢& 这就要

说到另一个国际条约'(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

冷战时期! 美苏分别发展了大量

的核武器!足够将全人类毁灭多次"核

战争的恐怖前景笼罩全球"随着英国#

法国和中国先后成功发展核弹! 美苏

担心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于

是在
"%

世纪
0%

年代联合签署了 (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 并获得联合国审核

通过"

简单地说! 这个条约的措施有几

点
3

*

!

+有核国家不援助他国进行核武

试验,*

"

+无核国家不进行核武器相关

试验,*

(

+共同反对核军备竞赛"此外!

所有参与国家都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检查和监督"

可见! 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防

止出现更多的有核国家! 客观上有助

于减少核威胁! 同时也有助于保持有

核国家的优势地位"说白了!这是一个

$既得利益者%获利的游戏" 因此也不

难理解! 最先有核武器的美苏英三国

是该条约的$保存国%!而后来发展出

核武技术的法国和中国! 直到上世纪

&%

年代才签署加入这个条约!从而受

到条约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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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上南北双方长期对峙!

核问题一直受到各方关注" 上个世纪

后期!在冷战逐渐结束的大背景下!朝

鲜于
!&'$

年也签署加入了(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那么按照规定!作为无核

国家的朝鲜就不应该再发展核武器"

但朝鲜面临与韩国#日本的对峙!

私下还在发展核技术" 由于和国际原

子能机构就监督检查问题发生摩擦!

朝鲜在
!&&(

年就曾试图退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后来经各方努力斡旋挽

留住了"

进入
"!

世纪后!美国的态度逐渐

强硬!小布什在
"%%"

年更给朝鲜扣上

$邪恶轴心%的帽子" 朝鲜因此在
"%%(

年正式宣布退出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当时的朝鲜还表示无意发展核武

器!自己的核技术是民用的"

然而国际社会认为! 如果任何国

家加入之后都可以随便退出! 那这个

条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更何况!朝鲜

在随后进行了核试验"

朝鲜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也正是

为人诟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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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印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科

技力量发达的大国! 他的核武器发展

进程远远走在贫弱的朝鲜前面" 早在

!&2#

年印度就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

!&&'

年里又连续进行了
$

次核爆" 再

加上近几年的中远程乃至洲际导弹发

射" 毫无疑问!如果真的爆发核战争!

印度核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朝鲜"

但是这次联合国没有大张旗鼓的

谴责印度"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从来

没有签署加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自然就可以不受这个条约制约"所以!

印度进行核试验也好! 进行洲际导弹

试验也好! 尽管总会引发全世界的关

注!但因为不存在法理上的违规!大家

最多也只能说些不痛不痒的$奉劝%"

印度的核梦想由来已久"

!&#2

年

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就亲自制定了三

阶段核计划! 并宣布'$我们发展核武

器不是为了战争!但如果形势所迫!也

会毫不留情地使用它" %在印度看来!

拥有核弹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大国

地位!他认为$大国必须拥有核弹才有

发言权%" 其次!核弹是为了达成地区

战略威慑力!对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

进行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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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法理原因外!朝鲜和

印度的弹道试验受到 $差别对待%

的另一重原因也昭然若揭'在美国

的全球战略体系中!两国的地位完

全不同"

朝鲜从二战末到冷战时期始

终与美国敌对!冷战结束后则始终

是美国打压的对象!区别在于打压

程度时高时低而已" 对美国而言!

朝鲜既是他在东亚地区的眼中钉!

同时更是一个绝妙的噱头" 通过对

朝鲜施压! 散布朝鲜威胁论调!美

国可以确保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

牢牢抱紧自己的大腿!从而有助于

进一步在东亚发展势力" 再加上!

朝鲜是美国钦定的 $邪恶轴心 %#

$恐怖国家%!那么对其弹道试验的

指责 #限制和制裁 !也就是很自然

的了"

相反!印度虽然整体国力远胜

朝鲜!但尚未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

成挑战" 印度的国际战略很有趣!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最大对手就

是它的所有邻国!而$邻国的邻国%

则应该是拉拢的对象" 这种$远交

近攻 %的思想 !促使印度把主要矛

头 指 向 临 近 的

中 国 和 巴 基 斯

坦 " 这样 !印度

自 然 就 成 为 美

国 在 亚 洲 地 区

的 $帮手 %和 $棋

子 %" 印度实力

提升 !对美国构

不成威胁 !却能

帮 助 其 牵 制 中

国" 所以印度导

弹成功 !美国不

但不谴责 !反而

要为之高兴"

事实上 !印

度 的 核 武 及 导

弹 发 展 很 大 程

度来自西方的援助" 以洲际导弹为

例! 印度导弹最初的技术来自
0%

年代美国的火箭技术援助" 在印度

!&2#

年核爆后!作为(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 )的建立者 !美国停止了向

印度出售核技术" 于是印度转而求

助法国" 今年的洲际导弹发射!则

是印度在外来技术基础上!自力更

生的结果"

当然!国际利害关系远没有这

么简单和二元化!美国也并不是一

直希望印度核武器和导弹无限发

展" 在
!&&'

年印度核爆之后美国

就曾对其进行制裁" 只不过现在的

国际局势和当时又有了区别而已"

此外!印度在核战略方面也懂得远

交近攻的策略"包括本次$烈火
1$

%

导弹!据说其射程本可以达到
'%%%

公里以上" 但若真是公布这样的射

程!那么印度的核威慑范围便将覆

盖欧洲!这必将刺激西方和美国的

全球战略" 所以印度有意识收敛了

一下!显出自己的洲际导弹仅仅覆

盖到中国大部分地区!从而避免了

招惹美国"

!

据北京晚报!

"##$

年印度进行核试验的试验场

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发射前的#银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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