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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大使视线

总统大谈“边境危机”呼吁建墙，民主党批其“信口开河”，白宫会谈再度不欢而散

特朗普“拂袖而去”，政府“关门”逼近最长纪录
■本报记者 张全

1月 9日，白宫上演了“拍案而起、翻脸走
人”的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与国会民
主党人关于政府“关门”的会谈，怒称“完全是
浪费时间”。眼看本周末美国政府“关门”时长
将破历史纪录，特朗普不惜让政府“停摆”“数
月甚至数年”的言论会否一语成谶？

政府雇员被迫“赚外快”

当地时间 8日晚，“为墙而战”的特朗普发
表电视讲话，施压民主党人为建美墨边境墙拨
款。在特朗普口中，边境安全是一次“人道主义
危机、心灵危机和灵魂危机”，建一道钢铁墙，

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遗憾的是，10分钟的讲话， 非但未能让同
僚们产生危机感，反引来一通批评。民主党人、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回应， 这是特朗普信
口开河、有意制造危机，并拒绝重开政府的法
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则呼吁，特朗
普应将政府运行和边境安全分开处理，先签署
两党有关恢复联邦政府运行的法案，再商讨边
境安全问题。

9日，“宫斗”战火延烧至白宫战情室，两党
在那里就政府“关门”举行会商。一开始，特朗
普步入会场时心情似乎还不错。他向与会者分
发糖果和巧克力。 但事后进展证明，“糖果战
术”压根没用，会议一点儿不让人感到“甜蜜”。

不少人目睹了总统的“爆发”：当时他问佩
洛西，“你会同意我的墙吗？”佩洛西说“不”。他
便把双手往桌上重重一拍，起身说“拜拜，那没
什么办法了！”随即走出会议室。佩洛西在返回
国会大厦时吐槽： 这就是一个任性的美国总
统，一个会说“除非如我所愿，不然就让政府
‘关门’数周、数月或数年”的人……

截至 10日，美国政府“关门”已进入第 20

天，打破历史最长纪录的 21天几成定局。两党
扯皮令数以万计的基层公务员苦不堪言，将近
80万名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领不到薪水， 被迫
“赚外快”养家糊口。饱受“关门”之苦的民众也
怨声载道：博物馆不开、图书馆关门、国家公园
厕所没人清理，甚至护照申请也被拖延。不少
民众把怨气撒在特朗普身上， 矛头直指党争。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一项联合民意调查显示，

就联邦政府“关门”，50%的调查对象怪罪特朗
普，7%的受访者怪共和党，32%认为是民主党
的责任。

但民众的抱怨并没有压倒两党的争吵声。

在民主党眼中，特朗普的边境墙在加强边境安
全上低效、昂贵且没有必要，是共和党煽动保
守派选民的“政治噱头”。反观共和党，在美墨
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重要
承诺，是他稳固票仓、寻求连任的重要政治筹
码，这也注定了绝大部分共和党人在此问题上
不会投降。

“这场充满争议、短暂而徒劳的会议突显
出，两党之间的僵局每天看起来都像是一条无
法逾越的鸿沟。”《纽约时报》如是评论。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接下去事态会如何演变？ 英国广播公司
（BBC）分析了三种可能。

第一，特朗普动用行政权力宣布美国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利用已拨放的军
费修建边境墙。不过，如此一来，特朗普面前将
有几道坎。

根据美国 1976年通过的 《全国紧急状态
法》，总统拥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

以应对紧急情况，但要向国会解释这一决定具
体基于哪些条款。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美国国
防部可以暂停或推迟民用工程项目建设，把资
金投入到军工建设、人防工程等对国家安全至
关重要的项目上。

有评论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将赋
予特朗普“包含在 100多项其他法律中的特殊
权力”。 这些权力实际上允许总统绕过通常的
政治程序。

“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国会没有时间
处理紧急危机时，提供急需的灵活性，”美国布
伦南中心自由与国家安全项目的联合主任伊
丽莎白·戈泰因说。 但南部边境的局势是否具
备构成紧急情况的要件，是一个争议点，也是
特朗普须面对的第一道坎。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鉴于仅仅去年 11

月每天就有 2000多人在南部边境遭到禁入和
逮捕，因此属于“紧急情况”。但反对者认为，这
一数字比 10年前要低得多。戈泰因个人认为，

目前的边境安全还没有达到紧急情况的标准，

“仅仅是为了缩短政治进程就动用特权， 会造
成权力滥用的严重后果。”

戈泰因判断，特朗普可能从两方面利用上
述法案，一是为军事项目重新分配资金，二是
要求政府证明边境墙相当于军工设施。但这两
点都必须有法律基础作为支撑，“特朗普要运
用这一法案，不会是一次轻而易举的扣篮”。

第二道坎来自法院。前总统杜鲁门曾经在
朝鲜战争期间颁布紧急状态令，试图将钢铁产
业国有化，但被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极有可
能重蹈覆辙。有评论称，边境安全本质上是执
法问题，如果特朗普执意动用军事资源，很可
能被起诉。

第三道坎是国防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
法律系教授弗拉德克说，在紧急状态下，特朗
普有权调拨国防部的预算兴建围墙，但国防部
可能会被迫取消其他建设计划。 这样一来，有
关资金可能被列为没有指定用途的拨款。他坦
言，就算特朗普拥有相关的法律权力，但背后
的政治代价将非常高昂，对五角大楼和国会之
间的关系造成“巨大破坏”。

《纽约时报》认为，尽管美国总统动用紧急
状态权力的频率比较高（奥巴马用了 13次，小
布什用了 12次， 特朗普也已经用过 3次），但

都“用法得当”。然而眼下，特朗普如果为了“讨
钱”而滥用权力，是对宪法规范的严重违反，也
会开启恶劣的先例。

“坐在泥里的骡子”

第二种可能是， 特朗普与国会达成协议，

例如去年提出的“墙换梦”方案（即以特朗普放
开对“追梦人”计划的限制换取建墙拨款），但
目前看起来双方妥协的空间有限。

民主党人的态度十分坚决。众议长佩洛西
公开表示建墙是“不道德”的，最多给特朗普 1

美元建墙费。当被副总统彭斯问及要怎样才肯
一起努力避免“关门”惨剧时，民主党没有给出
明确说法。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誓将“建墙”

进行到底，在民主党人提出让联邦政府逐个开
门时，特朗普的回应是：除非同意建墙，否则免
谈。 而右翼人士的撑腰也让他的态度更趋强
硬。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党没有握手言和的
机会。毕竟双方知道“关门”一事久拖不决，既
得罪州一级的联邦雇员，也破坏在选民心中的
形象。

特朗普这边压力似乎更大，党内已经显现
分裂迹象———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萨·
穆尔科斯基在国会大厦的一次闭门午餐会上
与特朗普正面交锋；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
员约翰·肯尼迪则形容特朗普 “像密苏里州的
骡子，坐在泥里说，我不动”……

BBC 认为，随着政府“关门”情况变得更
糟，特朗普将难以阻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滑向
分裂。先前，已经有 3 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呼
吁政府在不提供额外资金的情况下重新开放。

当众议院就民主党重开政府的法案进行投票
时，7名共和党人“倒戈”。在未来的投票中，这
个数字肯定会进一步上升。但与此同时，参众
两院议员也都在谈判中寻找退路。最有可能的
结果是双方就一项新的、措辞含糊的边境安全
基金达成共识。

“把分裂作为统治方式”

第三种可能是，“关门”持续下去。甚至有
悲观者认为，在大选年之前，总统不太可能获
得对这项有争议措施的完全支持。

外媒指出，美国政府虽然是部分“关门”，

但对美国人的生活，以及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影
响是显著的，而且负面效果还在加强。“这制造
了更多恐惧，更多的政治极化，”因政府“关门”

而待业的帕洛特说， 特朗普的电视讲话不可
信，民主党人的反驳也不可信，“他们两种演讲
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 为了某些人的个人议
程，为了总统想遵守的竞选承诺，就让政府‘停
摆’的做法是不公平的……由于他（特朗普）无
法实现目标，我们都在受苦。”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诺亚·费尔德曼认为，尽
管政府 “关门” 背后是国家的一种有效监管行
为，但长期关闭政府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世界
其他地区会读出这样的信息———创造美国政治
和经济稳定的制度正在受到侵蚀， 这将降低人
们对美国领导能力，以及美国经济的信心。

费尔德曼认为，面对僵局，两党都不愿真
心实意地解决问题， 这向外界释放的信号是：

两党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合作只是偶然。《华盛
顿邮报》则写道，其实不存在阻止两党达成协
议的真正原则问题，只有取悦选民的两极分化
的政治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比尔·施
耐德表示， 自美国两党在 40多年前开始争斗
以来，如今这些斗争和极化愈演愈烈，目前的
僵局可能是最激烈的对峙之一。“特朗普是我
们遇到的最故意制造分裂的总统。特朗普把分
裂作为他的统治方式。”

有分析指出，即使此次“停摆”风波过去，

两党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就此消失。美国布鲁金
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表示， 当下
围绕边境墙的斗争很可能是未来两年白宫与
国会民主党人之间关系的写照，预示着党派之
争将继续加剧。

美朝关系的钥匙握在谁的手里
■ 王泰平

岁末年初，从朝鲜、韩国、美国和中国不断
传出的信息预示，2019 年相关各国的频繁互
动，可能催生朝鲜半岛局势新的变化，朝鲜半
岛的走向必将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形势发生积极变化

去年以来，朝鲜和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明
显的积极变化。2018年 4月 20日，朝鲜七届三
中全会通过《关于宣布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
并举路线的伟大胜利》《适应革命发展到新的
更高阶段的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等决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
会议上宣布，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
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

金正恩于 2018年 3月、5月、6月和今年 1

月共访华四次， 中朝传统友谊续写发展新篇
章。2018年 4月 27日的“金文会”发表《板门店
宣言》，9月朝韩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签署《平
壤共同宣言》。 南北双方还签署了体现军事领
域共识的协议，南北关系由对抗转为友好。

2018年 6月 12日，美国现任总统和朝鲜
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首次会晤———“特金
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取得历史性成果，迈
出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一步。 朝方

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全面无核化”，美方
承诺为朝方“提供安全保证”，并就建设半岛
“持久稳定与和平的机制”“新型美朝关系”达
成一致。

四个进程很不平衡

美朝在新加坡达成的《联合声明》描绘了
美朝关系和半岛格局的愿景，它的落实意味着
朝鲜半岛将开启四个进程。一是半岛无核化进
程，即全面、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二是半岛和平
进程，包括改善南北方关系，将停战协定转换
为和平协定，结束半岛的战争状态，美韩朝各
自承担义务，保证半岛和平稳定；三是美朝关
系正常化进程，包括取消制裁、无核化补偿、建
交、两国关系的定位、经济合作等；四是朝鲜发
展进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调整。

这四个进程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关键是
无核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无核化目标能否
顺利实现，取决于美朝双方能否切实履行新加
坡《联合声明》的承诺。

“特金会”半年过去了， 四个进程的进展
很不平衡。 半岛南北关系改善的步子很快，朝
方的内外政策调整也很明显，但朝美关于无核
化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朝方着手拆除西海卫

星发射场、 移交朝鲜战争美军遗骸等举措，并
没有换来美方就减轻制裁松口。

在此形势下， 金正恩在 2019年新年贺词
中表示， 他随时准备和特朗普再次举行会谈，

同时强调，如果美国不遵守承诺，误判朝鲜人
民的耐心，依然对朝制裁施压，朝鲜也可能不
得不为自身主权和最高利益、为实现朝鲜半岛
安全而寻求新路。

朝鲜中央通讯社去年 11月 2日播发外务
省美国研究所所长署名评论， 批评美方继续对
朝方“极限施压”，要求美方积极回应朝方努力，

否则朝方可能考虑重回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
“并进”路线。特朗普今年 1月 6日就对朝经济
制裁一事回应：“只要没有非常积极的（无核化）

证据，就会维持下去。”美国务卿蓬佩奥 4日重
申朝鲜需要先弃核，美方才能取消制裁。朝美关
系的前景不确定， 势必影响半岛无核化进程和
半岛和平进程，而由于美国与韩国的特殊关系，

半岛南北方关系的改善也并非不可逆转。

破解朝鲜问题的关键

有消息称，第二次“金特会”近期或将在越
南举行。 此会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现在，美朝关系的钥匙握在美国手里，美国是

否拿出诚意，采取实质性举措，积极回应朝方
的合理关切，让朝方放心，是谈判能否取得顺
利进展的关键。具体地说，是否会在解除对朝
制裁方面采取措施？ 是否放手朝韩改善关系？

是否采取加速半岛和平进程的实际步骤？是否
在改善美朝关系上有真动作？一般认为，朝鲜
当前最关切的事项是解除制裁问题。对朝鲜而
言，能否就此取得突破，可能是衡量第二次“金
特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破解朝鲜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改变其对朝
敌对政策，让朝鲜战争真正结束。对话与理解，是
有望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途径。 一切外交孤立、

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乃至侵略性的武力解决方
案最终都被证明是失败的。和解是朝鲜问题的唯
一出路，并且这种和解有可能在美国参与的东北
亚安全结构中达成。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
员、前大使）

“停摆”阴影下的生活
■ 孙丁 邓仙来 金悦磊

美国某新闻电视台右下角的政府 “停
摆”计时框不停地以秒为单位闪变，显示自
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联邦政府部分关门以
来的累计时间。截至 1 月 9 日，这次“停摆”

已持续 19天。

市场参与者叫苦不迭
9日下午， 美国农产品期货分析师弗吉

尼娅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通过视频向订户解
读当天大豆等农产品期货交易行情。她说，已
经证实有三艘货轮正装载大豆从美国出港驶
向中国，这推动了大豆期货价格的上扬。

在美国农业部因“停摆”造成临时减员
而不再汇总、报告本国农产品大宗出口动态
数据以来，交易员和美国农民都不得不从其
他渠道，包括港口装船情况来推测大豆等农
产品出口状况。这让市场参与者叫苦不迭。

联邦政府部门关门的僵局，不仅影响到
了首都华盛顿的众多政府部门，美国各地的
联邦派出机构、联邦资助部门和雇员、普通
民众也深受波及。

“生意真是太差了”

“生意真是太差了！”在华盛顿法拉格特
广场路边经营快餐车的保罗叹气道。

尽管冬季时生意略差，但通常到了饭点，

保罗的餐车窗口前排队的人却也不少。 现在
到华盛顿市区上班的人少了， 来旅游的游客
也不多，人流量下去了，这可让保罗犯了愁。

造成保罗生意陷入困境的，是已经持续
近三周的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约四分之一
的联邦政府机构从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起
陷入停顿。

保罗的快餐车一般在上午 11时到下午
2时“出摊儿”，往常这个季节平均每天能卖
出几十份印度特色小吃，但自从政府“停摆”

后，光顾他生意的食客越来越少，日订单量
直接被“腰斩”，他付不起帮手薪水，虽年纪
一大把，也不得不自己出车。“我希望困难的
日子早点结束。”保罗对记者说道。

小伙儿亚历山大家住与华盛顿一河之
隔的弗吉尼亚州，平日里他在首都市中心骑
三轮车载客观光，但“停摆”让他一整天都没
揽到什么客人。更糟糕的是，由于官方性质
的博物馆和动物园也“闭门谢客”，本来就不
是冬季旅游热门选择的华盛顿进一步失去
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寒风中，亚历山大把外套的拉链拉到了
领子顶端。“来华盛顿的少了很多， 人们知道
很多景点都不开放， 所以纷纷取消了观光计
划，我个人收入因此呈断崖式下滑。”

造墙“似乎没必要”

在他看来， 美国有必要加强边境安全，

不过在整个边境上造墙“似乎没有必要”。亚
历山大还说，这是总统特朗普竞选时做出的
承诺，如兑现不了，可能会让他损失选票。

同样在法拉格特广场路边经营快餐车
的达特主要卖龙虾卷，“停摆”让他的销售量
缩水了约四分之三。他介绍说，华盛顿地区
的快餐车“出摊儿”地点由市政府组织的抽
签决定，基本是在热门、人少地段之间轮转。

达特对记者说，如果法拉格特广场位置
的生意都不行的话，改天轮转到“停摆”单位
门口， 那生意会更惨淡。“华盛顿政治混乱，

被惩罚的却是本分的普通生意人，这实在太
让人愤懑了。”他抱怨说。 （据新华社电）

2018年 8月 1日，在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士兵运送装有美军士兵遗骸的棺椁。7月 27日，55具
由朝鲜归还的美军士兵遗骸从朝鲜元山运抵乌山空军基地。这批遗骸随后被运往美国。 新华社发

2019年 1月 6日，群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附近飞翔。 新华社发

■两党扯皮令数以万计的基层公务员苦不堪言，将近 80

万名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领不到薪水，被迫“赚外快”养家糊口
■饱受“关门”之苦的民众也怨声载道：博物馆不开、图

书馆关门、国家公园厕所没人清理，甚至护照申请也被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