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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多人参选美国总统，民主党启动“备战2020”模式
专家：民意分裂背景下，无论下任总统出自哪个党，恐难实现“全民总统”构想

■本报见习记者 陆依斐

目前， 距离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还有近
两年时间， 却已经有不少民主党人开始 “抢
跑”。随着有“女版奥巴马”之称的加州联邦参
议员卡玛拉·哈里斯 21日正式宣布加入选战，

民主党党内候选人阵营又添一员。

不过，相比民主党阵营的“硝烟四起”，共
和党阵营却一片寂静， 只有现任总统特朗普
“一枝独秀”。

民主党“硝烟四起”

近来，民主党参选人正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现，6人宣布决定参选，2人开始评估参选可
行性，另有 19人可能宣布参选，其中不乏年轻
人、女性和少数族裔参选人。

一些民主党“新星”尤为引人关注，比如民
主党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21日，她正式
宣布启动总统竞选活动， 成为首个宣布参加
2020年总统选举的非洲裔女性。她说，自己是
特意选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
金全国纪念日宣布的。

哈里斯是牙买加移民和印度移民之女，现
任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曾在司法领域长
期任职，进入参议院后是反共和党阵营的“强
硬派”， 也是特朗普政府移民等政策的激烈批
评者，并因在多个总统提名人的任命听证会上
严格质询而颇具知名度。

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
也已宣布参选。这名拥有墨西哥血统的政坛后
起之秀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他是拉
美裔政治新星，也曾是奥巴马政府最年轻的内
阁成员。他的竞选口号是“同一个国家，同样的
命运”。

现年 44岁的华裔企业家杨安泽同样决定
参选。他出生于纽约一个台湾移民家庭，曾在
律师事务所工作，后又转战科技行业。目前，杨
安泽是民主党竞选阵营中独有的一张亚洲面
孔。据悉，他也是 50年来首位参选美国总统的
华裔。

其他参选者主要包括：若当选将有望成为
美国最年轻总统的 37岁夏威夷州联邦众议员
图尔西·加巴德，早在 2017年就率先宣布参选
的前众议员约翰·德莱尼等。

去年 12月， 在全美知名度较高的现任马
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对支持者表示
将很快正式宣布是否参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
柯尔丝滕·吉利布兰德也在探索参选可能性。

不过目前，民主党阵营似乎无人具有明显
的领先优势。 除上述人选外， 还有 19名民主
党人也可能随后出现在这张长名单上， 包括
前副总统乔·拜登、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参议
员伯尼·桑德斯、 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贝托·奥
罗克、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前星巴
克执行总裁霍华德·舒尔茨等等。据报道，民主
党预计将于 2020年 2月在艾奥瓦等自由派选
民较多的州启动党内预选，或将陆续上演激烈
“厮杀”。

共和党“一枝独秀”

反观共和党阵营， 目前则是一片寂静，只
有现任总统特朗普“一枝独秀”，明确表示自己
将会参选。 另有 3名共和党人可能宣布参选,

分别是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 亚利桑那
州联邦参议员杰弗瑞·弗莱克、 内布拉斯加州
联邦参议员本杰明·萨瑟。

朝野双方各有考量

眼下距离大选“风向标”艾奥瓦州党内初
选还有一年时间， 民主党人已然呈现备战状
态，2020年的美国大选酣战， 是否比以往来得
更早一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
表示，一般而言，中期选举结束就是大选周期的
开始。2018年 12月 31日起，沃伦、卡斯特罗、

加巴德、吉利布兰德、哈里斯等人相继透露参选
意向。从时间上看，这个节奏没有明显偏早，相
对比较正常，因此并不让人意外。回顾 2016年
大选，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也在大选近
两年前宣布参选意向。但与以往相比，此次选情
确实有一些特点值得关注，即女性、少数族裔参
选人“扎堆”。尤其是出现两个以上女性参选人
的情况并不多见， 这可能体现出民主党在中期
选举后日益突显的多元文化主义倾向。

那么， 民主党阵营为何会出现这种新趋
势？刁大明指出，长期而言，女性、少数族裔参
选人“扎堆”符合民主党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发
展态势。 民主党在 2016年大选中失去了白人
蓝领和中下阶层选民支持，此次能否拿回这些
选票仍然悬而未决。 面临这样一种不确定性，

民主党人需要巩固另一个“基本盘”，即女性、

少数族裔选票。此外，这一趋势也与特朗普过
去两年的执政举措有一定联系， 例如轻蔑女
性、收紧移民政策、在性别和族裔议题上的极
端表达方式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
认为，此次两党行动都比较早，共和党阵营的
特朗普早已开始为连任竞选谋划。不过，民主
党阵营目前还看不出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像
是“混战”状态。2020年，民主党将扮演挑战角
色，目前看来缺乏有号召力、竞争力、代表性的
参选人。这一情况恰与 2016年大选相反，当时

共和党阵营出现了不少参选人，民主党阵营看
似只有希拉里一个拿得出手的候选人。

就在民主党阵营一片火热的同时，共和党
阵营一片寂静，只有特朗普“一枝独秀”又是为
什么？难道没人胆敢挑战特朗普？袁征指出，这
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一方面，现在宣布参
选还太早，目前尚未正式进入竞选周期。另一
方面，共和党人有着自身考量。其一，特朗普虽
在全国支持率不高，但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
颇高。其二，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尽力兑现竞
选诺言，并为 2020 年竞选连任铺路。其三，无
论好坏，在任总统总在聚光灯下，曝光度更高，

资源也更多。除非在任总统遇上大麻烦，否则
他将占据相对优势。其四，竞选总统是一项费
时、费力、费钱的活动，因此共和党人需要认真
考虑自己有多大的成功率，权衡得失。

刁大明指出，一般而言，如果条件允许（能
够谋求连任）， 而其个人也有强烈的连任意愿，

在任总统往往不会在党内遭遇太大挑战。不过，

眼下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挑战的声音，如
田纳西州参议员鲍勃·科克、 马里兰州州长拉
里·霍根等。未来一两年内，如果民主党阵营一
片火热， 一片寡淡的共和党阵营可能无法博取
舆论关注， 这对其设置舆论议程的压力将会有
所增大。因此，如果共和党阵营内出现可以制造
话题的挑战者，但又无法撼动特朗普，这对特朗
普来说可能不算是一个坏消息。

尚处“隐形初选阶段”

刁大明指出， 未来鹿死谁手是个动态过
程，有待观察。一般而言，第一个宣布参选的往
往不是重量级人物，他们希望通过“第一枪”打
响知名度，综合实力更强的人选一般不会率先
出马。目前，民调并不体现谁能挑战特朗普，谁
能当总统，而是体现谁的知名度更高，因此指
向不是特别明确。不过，民主党青睐新人和“素

人”趋势明显（这里的“素人”是一个相对而言
的概念，例如相对拜登而言，仅有两年从政经
验的哈里斯可谓“素人”）。

袁征认为，部分参选人可能因为时间太早
还在酝酿竞选情绪。除了个人意愿，还有两个
评估候选人的因素： 民调表现和筹集经费。第
一个因素涉及胜选可能性，第二个因素涉及竞
选可持续性。若在这两方面领先，参选人“宣
战”的积极性将会大大提高。

虽说目前已经进入“大选周期”，但刁大明
指出，目前仍然处于“隐形初选阶段”，这一阶
段可能持续至今年 6月，期间各路人马将会纷
纷试水，参选人范围将会逐步扩大。

“隐形初选阶段”之后将会是缩小范围的
“大浪淘沙”阶段。今年 6 月到明年 2 月，民主
党可能安排民调领跑者进行多次电视辩论。预
计会有参选人在“大浪淘沙”阶段出局，因此最
终“杀入”党内初选的人应该不会太多。预计党
内初选将于 2020年 2月正式打响，并于同年 6

月或 7月结束，两党预计会于同年 8月或 9月
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才会进入大选阶段。

刁大明指出，2020年大选的序幕刚刚缓缓
拉开，后续结果难以预料。但从以往经验看，在
任总统谋求连任的几率较大，而且目前尚无证
据表明特朗普难以实现连任。 从 2018年中期
选举可以看出美国民意分裂持续加剧，不同群
体可能期待不同的总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不过， 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或
共和党人，他（或她）都有可能面临一个分裂的
国家，或难实现“全民总统”构想。袁征指出，如
今很多美国选民都有美好的理想， 包括经济发
展、医保完善、社会团结等等。但现实却是残酷
的，美国人对于种族、就业、移民等议题的忧虑
很多，对此如何矫正，他们又无法达成共识。在
这样一种情况下，很多人只能靠感觉投票。也就
是说，谁说话更动听，他们可能就会给谁投票。

（CFP、东方 IC供图）

安倍外交：两个关键词三大优先方向
■ 陈友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新年伊始发表的新
年感言中专门提到， 受益于 2019年 G20峰会
主办国身份， 日本将矗立于世界舞台中心，璀
璨夺目。与此同时，他的新年感言还特意提及
习近平主席、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三位国家
元首。仔细研读安倍首相的新年感言后不难发
现，2019 年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业已明
确，主要强调两大核心关键词：一是主场外交；

二是大国关系，其中，对华、对俄和对美外交将
是安倍政府大国外交政策的三大优先方向。

对 G20大阪峰会寄予厚望

首先来看主场外交。毋庸置疑，6月末在大
阪举行的 G20峰会将是 2019日本主场外交的
重头戏。诚如首相安倍晋三及多位日本政府高
官、 知名学者所言，G20峰会给予日本向全世
界展示自身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宝贵机
遇，也为世界进一步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提供
了重要窗口。对于始终将“实现大国政治”作为
自身政治目标的安倍晋三及其领导的保守政
府而言，G20峰会东道国的身份的的确确可以
给予其施展政治技巧的足够空间。

总体来看，安倍政府意图借助 G20峰会主
要落实以下诸多目标：

其一， 成功举办一次盛大的 G20峰会，向
全世界展现日本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进而
提升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和
影响力。

其二，高调宣扬日本经济发展及改革的成功
经验，尤其是突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

经济整体结构所呈现出的新变化、 新动能及新
气象，为“日本经验”的向外输出提供坚实支撑。

其三，强调日本在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
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
中的关键作用，凸显其作为自由贸易旗手的时
代价值，为其引领构建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体
制创造良好条件。

其四，提出日本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改革的整体思路和创新性设想， 尤其在 WTO

改革、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核心问题上，以维
护日本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提出日本式的
一系列主张。

对三组外交关系持续发力

除 G20等主场外交之外，大国外交也是安
倍政府极力强调的又一关键词，重点表现在三
个方向上。

其一，持续推动对华外交的平稳发展。1月
4日，日本政府举行的 2019年首个首相记者招
待会上，安倍的发言再度流露出其对日中关系
实现转圜的喜悦之情， 同时更期待 2019年能
具体落实日中双方在 2018年达成的多个合作
意向，推动日中关系走上新阶段。安倍政府极
为期待习主席访日，并希望通过首脑外交的政
治交流方式，将日中关系重新推向一个历史性
的新高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国内也存
在一定阻力，尤其是国内的保守政治派别仍在
对华问题上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缺乏冷静、客
观、正确的思维与认识，致使安倍政府在部分
对华政策上仍反复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对此，

应加以足够重视。

其二， 争取实现对俄外交的重大突破。

2019年安倍政府对俄外交的落脚点主要指向
两大目标，即日俄和平条约和“北方四岛”（俄
称南千岛群岛）的归属谈判。就上述两大问题
而言，日俄之间就前者达成妥协并签署相关文
件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
多， 达成妥协或启动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鉴于此，《日俄和平条约》的谈判将成为安倍政
府对俄外交的首要选项。但安倍政府也不会放
弃启动领土谈判的努力，至少在坚持“形式大
于实质”的基本原则框架下，与俄方在领土问
题上展开必要的周旋，也算是对国内民众有个
正确的政治交代。

其三，确保对美外交“不偏离正常轨道”。尽
管安倍政府已顶住国内的政治压力， 同意与特
朗普政府共同启动双边性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 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美方强行启动针对日
本输美汽车及零部件征收附加关税的风险。而
且， 特朗普政府仍对日本迟迟不愿开放国内市
场及对国内汽车产业、 农业等实施保护性政策
等极为不满，对日输美商品征收所谓“惩罚性”

关税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总之，美方单边
主义经济措施的可能性陡增致使日美关系的未
来走向高度不确定， 这更关乎安倍首相最后一
个任期的执政时间。鉴于此，安倍政府在 2019

年的对美外交上只能采取稳妥路线， 一方面迎
合美国的真实关切，积极回应，但另一方面尽可
能地拖延日美贸易协定的谈判时间， 确保日美
关系稳定在现有的正常轨道上。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他们都是谁
■加州联邦参议员哈里斯
现年 54岁的哈里斯是牙买加移民和印

度移民之女，有着“女版奥巴马”之称。

她的优势在于多元背景接近民主党“基
本盘”选民的多项特征，即年轻、女性和少数
族裔。她的劣势在于资历不足、缺乏知名度。

■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卡斯特罗
他今年 44岁，是拉美裔政治新星，也曾

是奥巴马政府最年轻的内阁成员。

他的优势在于“墨三代”身份，眼下民主
党正需要拉拢拉丁裔选民，党内也在寻求一
些“新鲜血液”。而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
提升竞选初期的知名度。

■夏威夷州联邦众议员加巴德
加巴德今年 37岁。 她是美国国会首名

印度教议员，也是首名美属萨摩亚出身的议
员。加巴德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伊拉克战
争老兵。

加巴德说，“战争与和平”议题将是她竞
选主张的重点之一。不过，加巴德对于叙利
亚局势等议题的看法与一些民主党人不同。

■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奥杰达
这名现年 48岁的退役老兵曾在伊拉克

和阿富汗等地服役。 他的优势在于真实，支
持者称他为“民间英雄”，称赞他打破了现代
政治的陈旧规则。 不过， 奥杰达据称曾在
2016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想从民主党阵营
出线存在一定难度。

■马里兰州众议员德莱尼
德莱尼现年 55岁。 早在 2017年 7月，

他便宣布参选， 开始组建团队招兵买马。据
报道， 德莱尼是首位宣布参加 2020年大选
的民主党人，自称“有一套独特的治理方法
和经济政策”。他曾是一名白手起家的商人，

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并不高。

■华裔企业家杨安泽
现年 44岁的杨安泽出生于纽约一个台

湾移民家庭，曾在律师行业工作，后又转战科
技行业。据悉，他是 50年来首位参选美国总
统的华裔，打出“人性至上”的口号，并以“自
由红利”作为施政目标。他的优势在于华人身
份引发关注， 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有为青年
的身影。他的劣势在于没有从政经历。

■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
吉利布兰德现年 52岁。她于 2006年当

选联邦众议员，2009年接替希拉里·克林顿
因出任国务卿空出的纽约州联邦参议员一
职，因此有着“希拉里继任者”之称。

吉利布兰德曾在大学时期主攻亚洲研
究，会讲中文。据悉，吉利布兰德的竞选将会
聚焦为弱势群体发声、推动性别平等、保护
美国中产阶级等。但据称有一些民主党人认
为她太急于向朋友和赞助人求助。

■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沃伦
沃伦今年 69岁。 外界预计她将以经济

平等、 政府问责和打击腐败为核心展开竞
选。沃伦以“特朗普的死敌”著称，两人经常
爆发“口水仗”。

沃伦的优势在于在全美知名度较高，具
备扎实的法学背景，且在政治和金融领域经
验颇丰。 她的劣势在于她和 2016年美国大
选的输家希拉里有着太多相似的特质。

安倍再吃普京“软钉子”
据新华社北京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2 日
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会谈后表示，俄日在和平条约问题的解决
上还需长期耐心工作。

安倍则表示，和平条约问题“虽然很艰难，

但应该解决”。双方责成外交机构负责人今年 2

月展开新一轮磋商。

分析认为， 俄日在领土问题上分歧难解，

和平条约谈判短期内获
得突破可能性不大。

近年来，普京和安倍
见面不可谓不频繁，想来也建立了一定私交，但在
涉及领土、 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也很难有
太大妥协空间。 尽管双方谈判难以走出 “谈而不
决”的困境，俄日关系也不至于降温到冰点。两国
在经贸、反恐、半岛问题等领域仍有合作空间，两
国领导人仍希望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哈里斯：决定参选 卡斯特罗: 决定参选 加巴德: 决定参选 奥杰达: 决定参选

宣布或考虑加入选战，民主党内群雄逐鹿

德莱尼: 决定参选 杨安泽：决定参选 吉利布兰德：有意参选 沃伦：有意参选

1月 2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右）在莫斯科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