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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安倍“外交总决算”目标恐难实现
将于22日赴俄再谈领土问题，但受美国掣肘的格局并未改变

日本首相安倍将于 22 日再度访俄，

与普京总统继续会谈两国之间的领土问

题。 复出 6 年多来， 通过互访和国际会

议场合， 安倍与普京会晤已达 24 次之

多 ， 甚至将普京请到自己家乡促膝长

谈， 但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并

未因此出现任何进展， 安倍对此产生了

明显的焦虑感 。 安倍曾言之凿凿地发

誓： 一定要在他和普京的任期内解决这

一历史遗留问题！

在去年 10 月下旬开幕的临时国会

上发表的施政演说， 以及在今年的 “新

年献词” 中， 安倍两度信誓旦旦地表示

要实现 “战后外交总决算”。 具体内容

无非就是两块： 解决从战后持续至今的

日俄领土问题以及朝鲜绑架人质问题。

就后者而言， 由于日朝双方之间没有任

何正式的对话渠道， 所以即便安倍的意

愿再强烈也无从发力 。 因此从目前来

看， 安倍希望取得的外交突破， 只能是

在对俄关系上。 据日本媒体披露， 安倍

甚至对修宪已基本不抱希望， 唯独想在

北方领土问题上全力以赴。

安倍希望通过这次访俄以及在普京

今年 6 月下旬赴日出席 G20 会议之际，

就领土问题大致达成协议。 如果仍无进

展甚至不排除再次解散众议院， 让参众

两院同时选举。

但从去年年底以来， 俄方对领土问

题的立场变得极为强硬。 1 月 9 日， 俄

罗斯副外长召见日本驻俄大使， 指责安

倍首相在新年感言中曲解其与普京关于

领土问题的会谈本质， 误导舆论。 在 1

月 14 日的日俄外长会谈中， 俄方明确

表示千岛群岛所有岛屿的主权均属于俄

罗斯， 这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 拉夫

罗夫外长还表示无法接受日本将之称为

“北方领土”。 由于会谈气氛不佳， 以至

日方拒绝在会谈后共同会见媒体。

在解决日俄领土问题上， 俄罗斯显

然有其隐忧， 即担心在齿舞岛和色丹岛

移交日本后， 美国可能在岛上驻军， 对

于俄罗斯来说这不啻是引狼入室。 因为

安倍的得力外交助手、 日本国家安全保

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 2016 年 11 月与俄

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会谈之际

曾表示 ： 今后美军可能进驻这两个岛

屿， 如此表述等于完全封堵了两岛移交

的前景。 尽管安倍一再保证不会有美军

入驻， 连驻日美军司令也表示目前没有

这一打算， 但这丝毫未能打消俄罗斯的

顾虑。 当然， 俄罗斯还担忧在领土问题

上的任何松动会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战

后格局的崩溃。

实际上， 早在冷战时代， 美国就一

直在全力阻止日本与苏联的接近。 一个

甲子之前， 日本与苏联在 1956 年发表

联合声明并建立外交关系。 联合声明白

纸黑字写着： 在签署和平条约后苏联将

归还齿舞和色丹两岛。 时任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就此明确发出恫吓： 如果日本接

受这一方案的话， 美国就将拒绝归还冲

绳的主权！ 而当时的苏联却向日本 “暗

送秋波”： 如果美军撤出冲绳， 则可以

讨论四岛一揽子归还问题。 在日苏联合

声明发表后， 曾陪同时任首相鸠山一郎

访苏的日本农林大臣河野一郎 （现外相

河野太郎的祖父） 访美时， 时任美国副

总统尼克松对此明显表示不快。 所以，

其时在东北亚的美苏对峙使日本成了

“三明治” 夹心。

1960 年日本与美国修订了 《安全

条约》 后， 苏联就明确提出： 只有在外

国军队从日本撤出后， 苏联才可能归还

两个岛屿。 即便在近一个甲子后， 也根

本看不到美军撤出日本的任何可能性，

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 实际上横亘着美

国这么一个巨大的政治障碍， 因此安倍

再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

虽然冷战早已结束， 但东北亚的这

一战略格局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克里

米亚问题发生后， 美国和欧洲加强了对

俄罗斯的制裁， 日本也不得不相应采取

一些制裁措施， 尽管已尽可能减少了制

裁力度， 但在普京看来这仍是无法接受

的 ， 因为这涉及到双方之间的互信问

题。 反过来， 白宫则根本不希望看到日

本与俄罗斯眉来眼去 。 2016 年日本利

用其七国峰会东道主的身份 ， 以维护

“国家利益” 的名义打算邀请普京与会。

对此奥巴马明确表态： 如果日本一意孤

行的话， 他将取消预定的广岛之行。 对

于期待已久的重大外交建树， 安倍当然

不敢造次， 于是失去了一次向普京送人

情的重要机遇。

关于争议领土问题 ， 曾经有一种

“妥协” 方案认为，可以将四岛面积在两

国之间等分。对日本而言，这要比单纯归

还齿舞和色丹两岛有利得多， 因为泽捉

岛和国后岛的面积是齿舞和色丹两岛面

积的 13 倍以上。 不过时过境迁，俄罗斯

很难再轻易妥协， 此前与安倍在新加坡

的东亚峰会会晤次日的记者会上， 普京

就明确指出：“日本曾拒绝实现双方之间

达成的协议”， 将球踢给了安倍。

在美国的掣肘下， 安倍在领土问题

上有多大的腾挪空间， 普京看得一清二

楚。 即便再怎么用外交辞令加以修饰，

但实质是无法改变的。 安倍的 “外交总

决算” 看来又是一厢情愿。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
所原所长）

内容涉及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未来会晤等议题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 月 19 日电
（记者和苗） 据瑞典媒体 19 日报道， 朝

鲜和美国代表将在瑞典举行工作会谈。

据瑞通社当天报道， 此次工作会谈

内容将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未来会晤等议题。

瑞通社援引瑞典外交部新闻官埃米

茨勒夫的话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对朝

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正在前往瑞

典的途中， 将参加由瑞典外交部主持的

一个小型圆桌会谈。” 瑞典外交部没有

透露此次工作会谈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

点， 也不愿透露除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

姬之外的参会人员。

瑞典外交部 18 日证实， 崔善姬已

抵达斯德哥尔摩。

另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已确认， 比

根将于 19 日至 22 日出席由瑞典外交部

主持的一个国际会谈。

美国白宫 18 日说， 美朝领导人第

二次会晤将于 2 月下旬举行， 会晤地点

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 2018 年 6 月 ， 特

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

声明 ， 就 “建立新的朝美关系 ” 以及

“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 达

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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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移民政策来交换民主党人在修建边境墙上的让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 1 月 19 日在白

宫发表讲话， 宣布将在移民政策上作

出让步， 以换取民主党人批准修建边

境墙的预算。 然而， 民主党旋即拒绝

了这一和解计划， 称其 “注定不会成

功”。 部分保守派人士则批评特朗普

此举是变相 “大赦”。

因为在修建美墨边境墙预算问题

上有巨大分歧，共和、民主两党的“党

争”造成的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截至 1

月 19日已经进入第 29天。周一是美国

联邦法定假期，所以此次美国史上最长

的政府停摆将肯定超过一个月时间。

近日来美国舆论对于两党只顾

“党争”， 不管政府关门给百姓生活带

来巨大不便甚至拖累经济发展等问题

给予很多批评， 两党都面临越来越大

的外部压力。

为了尽早打破当前的僵局， 特朗

普 19 日在白宫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延

长奥巴马总统时代照顾未成年非法移

民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

计划 3 年，以换取民主党人在 57 亿美

元边境墙预算款上的让步。

特朗普政府曾在 2017 年宣布将

废除 DACA 计划。 该计划如果得以延

长，将惠及大约 70 万被称为“追梦人”

的在美未成年非法移民。 这部分人幼

年时随非法移民父母来到美国 ，在

DACA 计划下， 他们可以申请两年的

工作许可，在美国合法居留。

除了在 DACA 计划上做出让步

之外， 特朗普还提出扩大对临时庇护

身 份 （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简称 TPS） 受益者的保护， 将这些人

的签证有效期也延长 3 年。 这一让步

将惠及美国境内现有的超过 30 万

TPS 身份的外国公民， 他们多因自己

国家遭受战乱或灾难而逃往美国。 此

前 ， 对 TPS 受益者的保护也是特朗

普反对的政策之一。

特朗普在讲话中还再次强调了加

强美墨边境管控的重要性。他建议为加

强美墨边境安全提供 8 亿美元的人道

主义援助和 8.05亿美元的毒品检测技术投

入，并为 2750多名边防人员和执法官员以

及 75名新的移民法官团队提供资金。

特朗普称他的这个和解计划是 “坦

率、 公平、 合理、 普世和作出巨大让步

的”。 副总统彭斯和总统顾问库什纳 19

日表示， 特朗普此次提出的和解计划是

总统为换取民主党人 “放行” 边境墙预

算而能够作出的 “最大让步”。 两人表

示在两党取得共识、 恢复联邦政府运转

后， 白宫和共和党仍然愿意就移民问题

与民主党继续深入沟通。

对于特朗普此次较大幅度的让步，

特别是迎合民主党一贯的同情移民理念

的让步， 民主党人并不领情。 资深民主

党人、 众议长佩洛西 19 日当天断然拒

绝了特朗普的建议， 称其 “注定不会成

功”。 佩洛西表示， 特朗普的计划只是

一个短期方案 ， 对于 DACA 等照顾移

民的计划没有长期保证。

佩洛西称， 民主党计划下周在众议

院通过有关重启政府的决议提交共和党

领导的参议院。 佩洛西表示， “总统必

须立即签署这些法案， 以便立即重新开

放政府， 并停止将美国人民扣为人质。”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也表示反对特朗

普的和解计划。

特朗普的计划在共和党人和保守派

内部也面临批评。“特朗普这是要大赦移

民”， 美国知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安·库

尔特在推特发文表示，“我们投票给特朗

普，结果得到了杰布·布什！ ”杰布·布什

也是共和党人，在 2016 年大选中曾与特

朗普争夺党内提名。杰布·布什可以讲流

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夫人是墨西哥裔，他

的政见之一是让在美的非法移民也有办

法逐渐成为合法居民。

有评论认为， 总的来说， 特朗普

此次提出让步幅度较大的和解计划既

是推动僵持不下的边境墙预算问题的

实质性方案， 又在民主、 共和两党的

“党争” 中下了一步好棋。 特朗普对

民主党政见的支持让他在拉丁裔等少

数族裔中的民意支持率迅速提升，特

朗普自己在推特上披露， 拉丁裔对自

己的支持已经从 19%上升到了 50%。

民主党拒绝这个 “和解 ”方案的目的

虽然是反对建边境墙，但事实上也同

时拒绝了给 100 多万移民提供庇护的

方案， 给美国民众造成了民主党只顾

“党争”， 不够关心移民的印象， 与其

一贯的政治理念相悖 。 民主党如何

拆解这步棋 ， 还需要更大的政治智

慧。 （本报纽约 1 月 20 日专电）

”了谋生不得不开优步、打零工、出租房屋、领失业救济金……

随着美国政府 “停摆” 时间不断

刷新历史纪录， 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

在各个领域发酵。 超过 80 万联邦政

府雇员的工作与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影

响， 深陷个人经济危机， 不得不各想

办法以谋生路。

政府职能和国家安全也因此受到

影响 。 17 日 ， 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发

布紧急通知， 要求国务院大部分工作

人员在 22 日返岗工作， 部分驻扎海

外的工作人员应在 20 日返岗工作。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指出， 在受影响的 80 万联

邦政府雇员中， 有 42 万人被认为在

“必要” 岗位上， 需要无薪继续工作;

另外 38 万 “非必要 ” 人员在政府

“停摆” 期间暂时离开。

在这轮政府 “停摆” 危机中， 因

为失去资金而被迫停运的部门包括国

家公园管理局、 司法部、 商业部、 农

业部和国务院等 9 个部门， 涉及美国四

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 美国联邦政府

雇员联合会指责政府违反 《公平劳工

法案》， 已发起多起讨薪活动。 本月以

来， 数千名联邦政府雇员走上华盛顿街

头示威游行， 他们愤怒地高举 “结束关

门” “我要工作” 的标语， 直行至白宫

门口。

已经持续三周的停摆危机导致了数

量庞大的联邦雇员的个人经济危机， 其

中包括无法负担租金、 汽车贷款或抵押

贷款 ， 信用评级遭到破坏 、 保险单失

效、 医疗保健和儿童保育等问题， 甚至

一些人面临食物紧缺的问题。

据美国最大联邦雇员工会介绍， 受

影响的家庭大多处于中产阶级的底端。

一些拿不到工资的联邦雇员为谋生不得

已开启 “打零工” 模式， 开起优步网约

车等兼职蓝领工作。 一名在法院工作的

员工对美联社表示 ， 政府 “停摆 ” 期

间， 她为了维持生活开支不得不把一间

房间挂到网上出租给背包客。

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 在政府

“停摆” 的前两周， 申请失业救济的联

邦公务员数量飙升至正常情况下的 10

倍。 据报道， 在过去两周里， 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 维吉尼亚、 马里兰等联邦

政府雇员数量多的地区， 申请失业救济

的人数显著增长。 1 月第一周申请失业

救济的公务员更是达到 1 万人以上。 在

一般情况下， 申请失业救济福利的联邦

公务员每周不足 1000 人。 然而， 只有

那些在政府 “停摆” 期间 “被休假” 的

联邦雇员才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 那

些仍在无薪工作的雇员还不能领取失业

救济金。

与此同时， 那些工资比普通联邦雇

员高很多的国会议员却没有遭遇停发工

资的困境。 据统计， 国会议员的平均年

薪为 17.4 万美元 ， 是普通美国人的四

五倍。 有批评指出， 美国国会议员以党

派立场迫使政府关闭， 让普通政府员工

拿不到工资 ， 但自己的工资却不受影

响， 显示了国会议员们对经济状况欠佳

的基层政府人员缺乏基本理解和同

情。 对此， 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

里刻薄地回击道， “难道有谁还活不

到领取下一份薪水的时候？”

特朗普的 “冻薪令” 让美国公务

员更加雪上加霜。 考虑到通货膨胀等

因素， 特朗普在新年前夕签发 “冻薪

令”， 取消原定的 2.1%公务员工资涨

幅 。 特朗普称 ， 加薪会给政府增加

250 亿美元的支出 ， 加剧财政赤字 。

但反对者认为， 特朗普自己力推的减

税方案的成本是涨薪的 10 倍。

在压力之下， 联邦众议院及参议

院 11 日通过立法， 保障这些公务员

在政府 “停摆” 结束后能够获取应得

薪资。 美国国务院对员工的通知称，

国务院正采取措施， 利用额外可用资

金为工作人员发工资， 根据该通知，

国务院工作人员将于 2 月 14 日如期

领到 1 月 20 日至 2 月 14 日之间停发

的工资， 但之后的工资能否按时发放

尚不确定。

刚果（金）宪法法院判决总统选举结果有效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 １ 月 １９ 日电
（记者王松宇） 金沙萨消息： 刚果 （金）

宪法法院 １９ 日晚宣布， 国家独立选举

委员会 １０ 日公布的大选结果有效， 反

对党候选人齐塞克迪当选新总统。

宪法法院当晚向媒体宣布， 主流反

对党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候选人齐塞克

迪得票数第一， 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根据刚果 （金） 法律， 宪法法院这

一判决为最终判决。

非洲联盟 １７ 日发表声明，呼吁刚果

（金）暂停宣布最终结果，并宣布将派遣一

支包含数名非洲国家元首的高级别代表

团前往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进行磋商。

刚果 （金） 去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举行总

统选举。 今年 １ 月 １０ 日， 国家独立选

举委员会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齐塞

克迪获得超过 ３８％选票位列第一 ， 反

对派 “觉醒 ” 联盟候选人法尤卢以近

３５％得票率排名第二。

初步结果公布后， 刚果 （金） 全国

多地出现示威活动， 抗议选举结果不真

实， 引发暴力冲突； 法尤卢拒绝承认选

举结果并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

救援已持续6天 首相社交媒体留言鼓劲

一名两岁男孩 13 日在西班牙南部

马拉加省托塔兰镇不慎跌入一口深井。

由于井口非常窄 ， 救援截至当地时间

18 日已经持续 6 天。

虽然难以发现生命迹象， 救援人员

没有放弃希望， 正在附近位置钻隧道，

以期救起男孩。

两岁男孩胡伦·罗塞略 13 日随家人

赴托塔兰镇一处庄园游玩。 危险情况发

生时，他的父母在附近吃午餐。胡伦跌入

的那口井深 100 米，宽只有 25 厘米。 截

至 18 日，他持续受困 6 天，生死未卜。

险情发生后， 消防员、 警察和其他

应急人员赶至现场。 由于井口太窄， 救

援人员无法深入井下。 一个摄像头可以

伸至井下 80 米处， 拍摄的影像似乎显

示小男孩携带的一袋糖果。

男孩受困井下令许多西班牙人挂

念。 首相桑切斯 13 日晚在社交媒体留

言， 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

胡伦的家人说，他们起初能在井口听

到孩子的哭声；随着时间推移，已经听不

到动静。 家人推测，可能是和胡伦一起玩

耍的大孩子将覆盖在井口的大石头移动

了位置，导致胡伦坠井。胡伦的父亲 16日

告诉媒体记者：“希望天使能帮大家把他

活着救出来。 我们感觉像过了几个月。 ”

西班牙媒体报道 ， 胡伦父母 2017

年曾承受丧子之痛， 他们一个时年三岁

的儿子因病去世。

法新社报道， 胡伦跌入的这口深井

由私人非法开凿。 在阳光灼热的西班牙

南部地区， 这类井比较常见。

救援人员正在出事深井周边打两条

隧道，一条与胡伦所在井平行，另一条几

乎垂直。尽管没有发现生命迹象，救援人

员没有放弃希望，日以继夜地钻隧道。

主管救援的安赫尔·加西亚·比达尔

18 日告诉媒体记者 ： “我们正竭尽全

力， 我要告诉大家， 困难非常大。” 一

般情况下， 这类挖掘作业需要耗时 “数

月”。 工程师胡安·洛佩斯说， 竖向隧道

进展相对顺利， 横向隧道 “遇到不少麻

烦 ”。 比达尔证实 ， 开钻横向隧道时 ，

坚硬的岩石 “延缓我们的作业”。

这名工程师 18 日晚告诉媒体记者：

“我们在这里见证的能量以及大家想要

救出男孩的决心令人难以置信。”

不少托塔兰镇居民为胡伦祈祷。 一

块竖立在救援现场附近路边的标语写

道：“要坚强，胡伦，托塔兰与你在一起。”

一家参与救援智利矿工的瑞典企业

加入解救队伍 。 2010 年 8 月 5 日 ， 智

利北部圣何塞铜矿坍塌 ， 33 名矿工在

大约 700 米的井下受困 69 天， 最终全

部获救。

法新社报道， 1987 年 10 月， 一名

18 个月大的女童受困于美国得克萨斯

州一口井内两天， 所幸获救。 杜鹃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新华社微特稿 瑞士施维茨州施图

斯镇 19 日举行第七届浴缸滑雪比赛 ，

现场尖叫声和欢笑声不断。

施图斯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 是

滑雪胜地。 当天， 大约 100 支队伍参加

比赛。 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 按照

比赛要求， 每支队伍至少三名队员， 像

参加化妆舞会那样打扮好 ， 坐在浴缸

内， 沿着白雪皑皑的山坡一路下滑。 有

的队伍穿着白色婚纱， 有的五彩缤纷，

有的梳着两个麻花辫扮成 “长袜子皮

皮”， 有的扮成 “驱鬼者”， 有的穿上兔

子装……各具特色。

当浴缸以飞快的速度滑下山坡时，

有的队员兴奋地又笑又叫， 有的则吓得

龇牙咧嘴， 闭紧双眼， 抓紧浴缸。

最后， 速度最快的三支队伍和装扮

最佳的三支队伍获奖。

作为游客， 除了观看比赛， 还有福

利：凭化妆舞会装扮免费滑雪。 （黄敏）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16 日，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其他民主党参议员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举行记者会， 议员手持受到政府 “停

摆” 影响的联邦工作人员的巨幅照片， 呼吁特朗普重启政府。    视觉中国

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航空管理

局发布报告说， 过去两年半中， 飞行员

在澳各机场发现无人机数以百计。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20 日援引报告

内容报道，过去 30 个月中，飞行员报告

发现无人机 468 次， 大多数是在机场区

域；仅悉尼机场一地，飞行员就发现无人

机 222 次。

专家认为， 如果无人机撞到飞机的

挡风玻璃或者机翼，可能引起“灾难性”

后果。 代顿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大型飞

行器与无人机相撞，并非总能胜出”。

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说， 将在今后

数月内在主要大都市机场使用追踪无人

机技术，准确掌握无人机情况。民航安全

局发言人彼得·吉布森说：“我们将能够

确认无人机在哪里，操控者在哪里，也能

知道无人机的序列号，从而找到违规者，

处以适当处罚， 罚款金额可能超过 1 万

澳元（约合 4856 元人民币），涉及诉讼的

话，可能判最高 5 年监禁。 ”作为配合措

施， 澳民航安全局要求， 从今年年中开

始， 无人机拥有者必须前往相关部门登

记无人机序列号。 （黄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