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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未必会成竞选“包袱”

■本报记者 廖勤

伊朗和朝鲜“两面夹击”，特朗普竞选连
任会因此蒙上阴影？美国媒体称，在大选年，

特朗普或许会被那些富有争议的外交政策
拖累手脚。一旦伊朗或朝鲜局势升级，对特
朗普的外交政策运作，无论是能力还是技巧
都构成挑战。

特朗普也在“化危为机”

此次大使馆遭袭无疑会勾起美国大选
历史上的黑色记忆。大使馆袭击事件“让特
朗普的政治助手们脊背发凉，”《纽约时报》

说，他们清楚地记得，发生在 40年前的伊朗
人质危机导致时任总统卡特连任失败。

不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刘中民认为， 冲击大使馆发生在 2019年的
最后一天，所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但事件
本身未对美国构成重大伤害，也不太会把美
伊关系推向更紧张的边缘，导致局面发生质
的变化。 美伊关系仍将维持不战也不妥协、

局部冲突持续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也在 “化危为
机”，利用使馆遇袭事件为自己贴金。他把自
己应对这一事件与 2012年时任总统奥巴马
处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作对比，

显示自己应对有方，包括紧急增派美军。

半岛局势不会重回 2017

至于朝鲜态度的变化会否为大选年投下
阴影， 上海社科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刘
鸣判断也不会对特朗普的竞选连任构成严重
挑战。 从半岛局势来说， 相比 2018年、2019

年的相对缓和，2020年可能会出现紧张，但
不会重回 2017年剑拔弩张的严峻危机态势。

因为美朝均未关闭对话大门，这与 2017年双
方完全隔绝的状态截然不同。 即使朝鲜局势
出现变数， 也未必会成为特朗普的竞选 “包
袱”，因为特朗普会果断“甩锅”，撇清干系。

CNN分析，不排除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
重回“火与怒”的可能，但是特朗普不太会在
大选年与金正恩摊牌，这会让他失去很多东
西，不仅打脸自己的外交政策，还将在选举
中失分，因为他声称已经让平壤停止核导试
验，而这是他竞选连任的核心“卖点”之一。

美指伊朗策划冲击美使馆事件，朝提出要继续开发战略武器

伊朝“两面夹击”，特朗普选举年开局不利？
■本报记者 廖勤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2020 年收到的
“新年礼物”有点糟心。一边是美国驻伊拉克大
使馆遭袭，当地示威者“跨年”抗议，美国指认
系伊朗一手策划；另一边是朝鲜在辞旧迎新之
际放狠话，扬言将推进战略武器开发，没必要
再单方面遵守延缓核导试验的决定。

今年非寻常年份，是决定特朗普能否赢得
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关键选举年。孰料，刚开年
就被两边夹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调
侃，伊朗与朝鲜的“双重外交政策危机向特朗
普致以（新年）问候”。这对志在连任的特朗普
而言，是凶是吉？

连遭两股冲击波

年关也成了特朗普一道很难过的关。

2019年最后一天，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受
到数百名伊拉克示威者冲击，抗议前不久美军
空袭致死多人。连续两天激烈抗议后，示威者
在 1月 1 日撤离大使馆。“美国应该收到我们
的信息了。”抗议者说。

在美国看来，无论是之前伊拉克什叶派武
装“真主旅”袭击一处军事基地，还是之后冲击
大使馆，幕后推手都是它的死对头伊朗。美国
认定，“真主旅” 和抗议者都受到伊朗暗中支
持。伊朗外交部 12 月 31 日发表声明，否认策
划伊拉克民众冲击美国使馆事件。

朝鲜的“剧情”也没按照特朗普预想的“剧
本”在走。朝鲜把 2019年年底设定为朝美对话
的“最后期限”，多次敦促美方拿出令朝方满意
的解决方案。但是结果未能如愿。于是，朝鲜史
无前例地举行了长达 4天的劳动党七届五中全
会，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还做了“历史性”工
作报告，就美朝关系及核问题做出强硬表述。金
正恩一改此前对美克制的态度， 公开批评美方
在谈判上缺乏诚意，一味拖延时间，从未放弃对
朝敌视政策。金正恩说，如果美国执意奉行对朝
敌视政策，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永远不会实现。朝
鲜要大力推进战略武器的开发工作，“全世界
不久将目睹朝鲜拥有新战略武器”。

分析人士认为，此番表态暗示朝鲜在 2020

年会走一条 “新路”， 即对外重新采取强硬姿
态，有可能放弃此前有关中止洲际弹道导弹试
射的承诺。金正恩在报告中还提出了“正面突
击”，要求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采取积
极主动措施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 韩媒认为，

金正恩的说法显示朝鲜重返“核武开发和经济
发展”并进路线。

美国国内给“差评”

来自中东与太平洋彼岸的两股冲击波，都
与美国的两个宿敌有关，一个是伊朗，一个是
朝鲜，两国还曾被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贴上“邪
恶轴心国”的标签。两大核问题也是长期困扰
美国的难啃的硬骨头。

美国舆论认为， 被两路 “邪恶轴心势力”

“硬核”夹击，预示着特朗普的伊朗、朝鲜政策
的失败，他所标榜的政策成果的破产。为此，特
朗普的对伊对朝政策在美国国内被无情抨击。

批评人士警告，与伊朗和朝鲜相关的华而
不实的决策显然是为推进特朗普自己的政治
前景， 而不是冷静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
标，最终会适得其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
席理查德·哈斯周二表示， 在三年没有国际危
机之后，特朗普面临与伊朗、朝鲜的双重危机。

“与伊朗的危机是因为他拒绝外交， 与朝鲜的
危机则因为他要求太多的外交。”“在这两种情
况下，特朗普都没有接受传统外交，没有达成
一项部分或临时的协议。”

《纽约时报》则评论，总统打赌能够孤立伊
朗并吸引朝鲜，并坚信可以靠经济杠杆———切
断德黑兰的石油收入、允诺朝鲜投资前景并建
造豪华海滨酒店来实现，但这并不容易做到。

“极限施压”陷尴尬

就大使馆袭击事件来说， 美国国内质疑，

抗议是否意味着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已破

产？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摩根·奥特嘉斯在周
三追问，特朗普的伊朗政策是否依然奏效？“特
朗普对伊朗极限施压，现在这一政策本身也在
承受极限压力。”美国“政治”新闻网评论道。

一些美国前官员和伊朗问题观察人士认
为，“极限施压”政策已产生回火效应。其原因在
于， 一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过于强调经济制裁
和军事威慑，而忽视外交接触，对伊拉克、黎巴
嫩等其他中东国家也关注不够， 以致后者的什
叶派力量易受伊朗影响。 二是特朗普及其执政
团队经常发出混乱信息， 对伊朗的政策目标究
竟要政权更迭，还是仅限于谈判，没有定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认
为， 美驻伊拉克大使馆被冲击凸显了特朗普的
伊朗政策陷入尴尬境地。除了动武，特朗普几乎
已用尽一切手段，从政治到经济到外交，尽管一
定程度上打击了伊朗的经济， 也引发伊朗国内
的抗议示威， 但是无法达到颠覆伊朗政权的目
的， 也无法消除伊朗在地区对其他什叶派力量
的影响。 抗议者撤离大使馆或许从孤立事件来
看已结束，但是，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存在多种设
施和目标，未来还是会遇到类似麻烦。

不过，刘中民认为，近几年，特朗普在处理
中东事务时的策略也在动态调整。总体是在抽
身回缩，但局部也在灵活应变，适当增加美国
存在，以保护自身利益。比如，沙特石油设施遇
袭后向沙特增派美军，此次大使馆受冲击后也
向伊拉克增兵。进入大选年，特朗普可能会要
求盟友沙特、以色列在地区层面进一步发挥作
用，并施压伊拉克政府以管控局势。但是，特朗
普面临的将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局面。

对朝政策欠火候

对于朝鲜方面突转强硬调门，美国媒体评
论称，朝鲜问题更为棘手，特朗普自以为打破常
规，开启了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外交进程，但是
他犯了关键错误———未能与朝鲜达成核冻结的
协议，这意味着朝鲜可以继续研制核导。

对此，上海社科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
刘鸣认为，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对朝政策给出差
评并不奇怪，因为长期对朝鲜的不信任主导了
美国主流的对朝政策思路，一些体制内的精英
人士也是根据与朝鲜交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
总统提出批评。而特朗普的做法与传统战略思
维相悖，他以为凭借由上而下的策略，将领导
人的个人关系置于国家关系之上，就能控制和
解决朝鲜问题，但在传统精英眼中，特朗普的
做法无非是作秀，是他失败外交的一部分。

在刘鸣看来，朝鲜重拾核武开发与发展经
济并进战略，以及特朗普在国内受到舆论压力，

都意味着无论是在对朝政策，还是内部整合上，

特朗普都遇到很大的问题， 显示出他在处理朝
鲜问题上的不成熟。“他想通过个人魅力寻求突
破，但他无法超越内部政治结构，也无法超越美
国对朝战略的连贯性。”事实上，历任美国总统
在朝鲜问题上都无法取得成功， 特朗普只是延
续了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治无能而已。

面对如潮批评，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都
忙着为总统的政策辩护。但是，特朗普团队不敢
掉以轻心。正如 CNN的评论，伊朗、朝鲜双重危
机叠加可能会严重影响特朗普的连任前景。

2019年 12月 31日，在伊拉克巴格达，示威者损毁美国驻伊拉克大
使馆的一间房屋。

朝中社 2019年 12月 31日提供的照片显示， 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七
届五中全会上发言。 均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杨瑛

担忧不公正审判，日产前董事长藏身乐器箱逃离日本抵达黎巴嫩

戈恩金蝉脱壳：“这是电影里才有的逃亡”

2019年的倒数第二天， 卡洛斯·戈恩从日
本逃走了。

在此之前，戈恩是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前董
事长， 也是日本无人不晓的金融犯罪嫌疑人，

但他却接连瞒过监控、 警察和海关多道关卡，

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家乡黎巴嫩。 令人疑惑的
是，日本当局、警方，即便是他的私人律师，都
无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而从媒体拼凑
的经过看，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逃跑计划。

两名消息人士 1月 1日披露，戈恩逃离日
本后，曾与黎巴嫩总统奥恩见面。不过，黎总统
府官员予以否认。英国媒体报道，戈恩逃离日
本几天以前，黎巴嫩政府再次要求日本方面引
渡戈恩。黎巴嫩政府否认关联戈恩潜逃。

藏身乐器箱中
“我想问问他，‘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

戈恩律师团成员之一、日本律师弘中惇一郎说
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我所知道的不比媒体报
道多”。戈恩出逃消息发布后，弘中被 40 多个
记者堵在律师事务所门口。

因涉嫌金融犯罪，戈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
状态。依据保释条例，戈恩先前已交出他所持有
的法国、巴西和黎巴嫩护照，3本护照均由其律
师团保管。在保释期间，戈恩不得离开日本、不
得在未经法庭特别许可的情况下与黎巴嫩籍妻
子会面或通电话，出行需有警方、检察厅、企业

方面三名代表陪同。

但离奇的事还是发生了。 黎巴嫩 MTV电
视台及多家黎巴嫩媒体还原了戈恩出逃的经
过：2019年 12月底的一个夜晚，当整个日本都
沉浸在庆祝新年的氛围中时，戈恩位于东京的
豪宅里，却在策划着一个惊天秘密。

一支表演乐队进入这幢豪宅，这里距离法
国大使馆不远。他们是戈恩请来进行新年表演
的， 这一切都在警察的批准和监视下进行。但
乐队成员的真实身份，是来自一家私人安保公
司的前特种部队成员， 他们乔装打扮的目的，

就是为了“营救”戈恩。

表演结束后，“乐队成员”和进入时一样搬
着乐器箱离开， 而戈恩就藏身在其中一个早已
定制好的乐器箱中一同逃出， 警察并未发现异
样。之后该营救小组开车前往机场。但他们没有
选择人多且戒备严密的东京机场， 而是抵达了
大阪关西机场。在那里，戈恩使用一本非本人的
假护照，借用“某个人”的假身份骗过了海关人
员，上了一架私人飞机。经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转
机，最终抵达黎巴嫩贝鲁特。入境时，他持法国
护照与其本人的黎巴嫩身份证件“合法”入境。

黎巴嫩媒体没有披露消息来源。各方暂时
没有回应报道内容的真实性。

媒体分析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环环
相扣的营救计划。其一，时间选择在圣诞和新
年假期，可以令日本警察放松警惕；其二，出逃
手段高明成熟， 不仅化妆成乐队成员将人带
出，戈恩也要假扮他人过境；其三，逃离路线精

心设计，选择了相对偏远的机场。“这是一场电影
里才有的逃亡”，《纽约时报》评论称。

谜团待解引关注
现年 65岁的戈恩， 是出生在巴西的黎巴嫩

裔人，同时拥有法国和黎巴嫩国籍。

凭借企业经营上的成功，他成为一代传奇人
物。戈恩 24岁入职米其林轮胎公司，靠着多年打
拼，赢得业内“成本杀手”的声誉；1996年转投雷
诺汽车， 将勤奋的工作氛围带进法国企业；1999

年在一片质疑声中接手几近破产的日产汽车，帮
助企业扭亏为盈，上演惊人逆袭。

然而，成为全球汽车领域的明星后，戈恩与
日本企业的矛盾开始加深。戈恩爱好摆阔，难得
日本文化认同，他还曾抱怨为适应日本企业“操
练 30到 60度鞠躬”。

2018年 11月和 2019 年 4 月戈恩在日本两
次被捕，先后缴纳 10亿日元和 5亿日元保释金。

戈恩迄今受到漏报巨额收入、向日产转嫁个人投
资损失等多项指控。在此期间，他一直被日方羁
押，所有职务被罢免。

戈恩出逃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外界质
疑， 一个正在保释中的重要经济犯罪嫌疑人，三
本护照又全部在律师手中， 如何能接连突破监
控、警察、海关等数道关口直接飞到国外？

无疑，戈恩的出逃让日本司法和政府机构颜
面扫地。一些日本政界人士怀疑，日本政府内是
否存在“隐秘人物”为其提供支持，或者外国政府
是否介入其中。

事件发生后，黎巴嫩政府表示对戈恩回国感
到意外，事先并不知情。法国经济金融部也表示
不知情，并称戈恩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名律师是中间人？

此外，多家媒体分析，戈恩出逃计划中有几
位关键人物。有消息人士称，戈恩在贝鲁特的一
名律师，可能是整个计划的统筹人，也是戈恩与
黎巴嫩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自 2018年在日本被
捕以来，戈恩一直寻求获得黎巴嫩政府庇护。

还有媒体称，戈恩居住在黎巴嫩的妻子应该
对此知情。有报道称，戈恩抵达黎巴嫩机场时，他
的妻子在场等候。律师弘中称，戈恩去年 12月 24

日在他的律所与妻子通过电话。

由于黎巴嫩和日本没有引渡条约，戈恩将不
可能再被引渡回日本受审。

日本法院针对戈恩金融犯罪指控的庭审将
于 2020年 4月举行，但主角预计不会现身。东京
地方检察厅已要求取消戈恩的保释， 戈恩的 15

亿日元保证金将被没收。

但戈恩似乎并不打算躲起来。他周二发表声
明指责日本的司法制度称：“以有罪为前提，无视
基本人权。”他还表示，将在下周召开媒体会。

而在黎巴嫩， 民众将出逃的戈恩视为英雄，

甚至期待他有朝一日投身政坛，帮助黎巴嫩经济
实现“逆袭”，续写政治传奇。

2019年 12月 31日在黎巴嫩贝鲁特拍摄的被法院文件确认的戈恩的一处房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