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国王：“拥有雷霆之力”

哇集拉隆功出
生于 1952 年。 和大
多数泰国王室成员
一样，他从小就被送
到西方接受教育。据
英国《卫报》报道，13岁时，哇集拉隆功在英
国苏塞克斯一所预科学校就读，17岁前则就
读于萨默塞特郡的米尔菲尔德寄宿学校。后
来搬到澳大利亚，在堪培拉的皇家军事学院
学习，1976年以中尉身份毕业， 大部分时间
在泰国皇家军队担任军官。

1972年，哇集拉隆功被正式确认为法定
继承人。哇集拉隆功这一名字的意思是“拥
有雷霆之力”， 他还以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

而闻名。据报道，与素
提达的婚姻是他的第
四次婚姻，他有七个孩
子，本人很少在公共生
活中露面，大部分时间

在德国慕尼黑度过。

已故国王普密蓬被视为团结泰国的一股
力量， 在努力工作和献身于泰国人民的过程
中，变得非常受欢迎。《卫报》称，到目前为止，

哇集拉隆功看起来和普密蓬“有一些不同”，他
尚未激发民众的忠诚，获得像父亲那样在民众
心中的地位。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专家蓬
苏迪拉克表示，“他不像他父亲那么受欢迎，但
他有机会积聚人气。” (李雪)

?本报见习记者 李雪

近70年来泰国王室首次举行加冕典礼，揭开历史新篇章

哇集拉隆功坐到了九层白伞之下
圣水、九层白伞、逾 7公斤重的王冠……4

日至 6日， 泰国迎来时隔 69年的大日子———

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的加冕典
礼在这三天举行。对不少泰国民众来说，这是
一生目睹一次的盛典：泰国上次举行加冕仪式
是在 1950年，当时，哇集拉隆功的父亲普密蓬
举行加冕。

仪式隆重

“在这场近 70年来的首次加冕仪式上，泰
国可谓全力以赴。”英国《卫报》如此形容盛况。

4日是这场精心准备的仪式的第一天。加
冕典礼的重要环节在当天上午 10时 9分至中
午 12时 30分左右进行。

典礼在曼谷大王宫举行，从王室净身仪式
开始。哇集拉隆功身着简单的白衣白鞋，接受
灌顶圣水沐浴净身。

接着，新国王改穿王室服饰坐在王位上，用
手接受显要人物从八个方向向他献出的圣水。

八方圣水来自泰国全境108个水源，在泰国人看
来，这象征泰王获得治理国家的正当性。

仪式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哇集拉隆功坐到
九层白伞之下， 这意味着他正式继承王位。九
层白伞被泰国文化部视为“最重要”的神圣物
品， 只有国王哇集拉隆功被允许坐在其下。九
层白伞代表着国王将为泰国人民提供保护，

“是国王拥有权力和威望的象征”，王室历史学
家苏里亚武德说道。

哇集拉隆功还戴上一顶超过 7公斤重的金

王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镶嵌钻石
以及其他各种宝石的 “胜利王冠” 呈多层圆锥
形，重达 7.3公斤，比英国女王“帝国王冠”重 7

倍多。最初，泰王并不戴王冠，而是在加冕仪式
时将它放在身边。 后来， 在与欧洲王室的接触
中，王冠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逐渐发生变化。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除了王
冠，新国王还接受象征王权的其他“圣物”，包
括宝剑、王扇、王履等。泰国的王权可以追溯至
13世纪，但如今加冕仪式的不少传统都是在拉
玛一世在位期间确立，迄今已传承几百年。

5日，泰王封号庆典举行，王室成员也一同
接受新封号。之后，泰王坐上轿子，在王室护卫
队、仪仗队的护送下，在曼谷沿街道进行巡游
大典。6日， 泰王将在大王宫外围与民众见面。

之后，他将与各国使节会面。

相对低调

在 4日的仪式上，哇集拉隆功的妻子素提
达被正式册封为王后。 而就在加冕前三天，发
生一则“小插曲”：泰国王室当天宣布，哇集拉
隆功已经与妻子素提达正式结婚，令外界颇为
震惊。外界对素提达知之甚少。据美联社报道，

素提达王后现年约 40岁， 此前曾是泰国国际
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BBC指出， 泰国官方过
去没有正式承认他们的关系。

泰国当局向 CNN证实，为加冕仪式拨款约
1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 2.1亿元），约为 2017年
泰国已故国王普密蓬葬礼费用的三分之一。

事实上，2016年哇集拉隆功已经即位，而
此时举办加冕仪式，过去已近三年。“这并不罕

见，” 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专家蓬苏迪拉
克指出，哇集拉隆功需要时间哀悼父亲，并为
相关活动做准备，已故国王普密蓬在加冕时也
已在位四年。

此外，蓬苏迪拉克还注意到，从某些方面来
说，此次加冕仪式“相对低调”。2006年普密蓬国
王举行继承王位60周年庆典时，日本天皇、文莱
苏丹、 英国安德鲁王子等多国王室成员均到访
曼谷，但这次，泰国没有邀请外国政要参加。

期待新王

据报道，在为期三天的加冕典礼期间，预计
将有 70万民众前往曼谷王家田广场参加庆典。

一些泰国民众从南部的博他仑府出发，跋
涉八个小时来到曼谷。还有人从 4日凌晨 1时
起就从泰国北部赶来观看，“再也不会有这样
的机会了，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加冕仪式距离泰国
八年来的首次大选仅一个多月。目前，官方选
举结果尚未公布， 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给选
举蒙上阴影。 泰国那黎宣大学东盟研究院的
保罗·钱伯斯指出，加冕仪式可以看作一个转
移泰国民众视线的机会，“人们很好奇———他
们没有见过加冕。”

“我们希望国王能像他父亲拉玛九世一样，

经常到农村去看看民众，”53岁的罗雅娜·索南
花了四个小时来到曼谷：“我爱国王拉玛九世，

所以我也爱他的儿子， 但是我们不太了解他。

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能得到发展。”

“在很多方面，加冕仪式揭开了泰国历史
的新篇章。”钱伯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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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何留余地

就在美国对伊朗发起第三波制裁之际，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政府虽然终止两项豁
免， 但是给另外 5条制裁豁免续期 90天，以
允许伊朗与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维持相关民用
核合作。 既然美国传统右翼保守派对伊朗一
直耿耿于怀，“除之而后快”，为什么这次还是
续签了 5项豁免，为民用核合作留出空间？

欲压伊朗谈判
有分析称，因为与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博尔顿希望伊朗 “瓦解”、“政权更迭”不
同， 特朗普的目标是让伊朗屈服以进行谈
判，所以总是留有余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
民认为，伊朗政策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和大
国关系的微妙。

其一， 美国外交安全政策团队内部存
在分歧。蓬佩奥并不想把弦绷得太紧，甚至
还发出过“不谋求政权更迭”的温和表态；

但在博尔顿等人眼里， 中东战略要地岂能
容下一个反美政权？ 综合作用到特朗普身
上，就产生了口头上放狠话，行动上既保持
进一步打击遏制、 又会调控力度和进度的
效果。“特朗普展现了一定的柔性， 并不是
一下子把路堵死， 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段
让政策起效。”刘中民说。

其二， 对伊政策与美国政治局势有关。

美国经济是特朗普施政重点之一，他担心油
价波动产生的影响，并不希望看到油价再次
高企的局面，毕竟美国页岩气开发成本要比
中东石油开采高得多。 再加上 2020年大选
周期来临，特朗普政府的很多举动都带有捞
取选票的意味。

其三，继续延期 5条豁免反映了大国关
系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
允许俄罗斯、欧洲国家继续与伊朗进行民用
核能合作，既说明伊核问题棘手，也说明其
背后的两面性，各方有博弈、较量，同时可能
也有协调和配合。”

美将反思政策？

对于特朗普的对伊政策，美国《华盛顿
邮报》问道：华盛顿能够反思政策，“重新考
虑”伊朗吗？

“特朗普政府最近取消相关制裁的豁免
相当短视，不会改变伊朗政权的行为，将让
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是带来好处。”华
盛顿智库“国防优先”认为。美联社称，美国
一些国会议员也希望维持部分对伊朗的豁
免， 尤其是针对伊朗与外界核合作领域，以
便“知道伊朗究竟在干些什么”。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接触”政策的批评
者不断抱怨，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对伊朗知
之甚少，只是在重复白宫的路线。如今，更夸
张的是，特朗普政府似乎想通过制裁切断任
何有关伊朗的研究。“这使得 ‘重新思考伊
朗’的倡议更具价值。”美国记者贾森·礼萨
安指出，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即使你不想承
认它们失败， 但是也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即使伊朗仍然很冷淡，但为了让美伊建立更
健康的关系，有必要对伊朗、伊朗的政策和
社会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本报记者 安峥

发起第三波制裁，取消两项有关民用核设施制裁的豁免

美国勒住伊朗的“皮筋”还会绷多紧
对伊朗强硬，似乎已成为特朗普屡试不爽

的“得分”手段。继 4月 8日宣布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为“恐怖组织”、4月 22日决定停止 8个
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后，5月 3日美国
又对伊朗核活动实施第三波制裁———终止两
项有关民用核设施的豁免决定，以完全杜绝伊
朗再次拥有核武器的可能。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制裁释放几重信号，其
一美国在彻底否定伊核协议的轨道上越走越
远； 其二大国关系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复杂性日
益凸显；其三美伊关系恐将进一步紧张、恶化。

美国再套紧箍

身处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丰富地带，扼守石
油运输之咽喉， 伊朗是人们无法忽视的地区重
要角色，也是美国眼里最容不下的一粒“沙子”。

美国国务院 5 月 3 日再给伊朗核活动套
上紧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在有关伊朗民用
核设施的 7条制裁豁免 5月 4日到期后，其中
两条不再续期，目的是迫使伊朗停止铀浓缩活
动，完全杜绝其再次拥有核武器的可能。

据美联社报道，4日以后，美方不再允许伊
朗用浓缩铀换取俄罗斯提供的“黄饼”（核燃料
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一种中间产品）； 不再允许
伊朗出口伊核协议规定限额以外的重水（核反
应堆的慢化剂和冷却剂）。 任何帮助伊朗布什
尔核电站扩建的行为都可能触发美国制裁。

事实上，早在 3月下旬伊朗方面便宣布了
扩建布什尔核电站的消息。有评论称，这是对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重启制裁的一拳回击，但
美方当时没啥动静。为何经过长达 2个月的观
望，美国要在此时阻击扩建？

分析人士认为，因为布什尔核电站对伊朗
来说意义非凡。 它不仅是伊朗首座核电站、中
东地区第一座核电站，也是伊朗核活动的标志
性产品。它于上世纪 70年代由德国承建，后在
美国干预下停工。1995年俄罗斯方面接手这一
项目， 但建成后的交付工作一再推迟。 直到
2013年 9月伊核协议谈判加快后，伊朗方面才
正式从俄方手中接管核电站。这座修建了数十
年才完工的核电站，可以说已被一些伊朗人视
为一道重要的安全保障。

“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华黎明
指出，伊朗不缺能源，并不真正指望核电站发
电，但有了布什尔核电站，伊朗才有了生产低
浓度浓缩铀的理由 （纯度 3%的浓缩铀用途就
是为核电站提供燃料棒）。 这次美国将核电站
扩建作为制裁打击的目标， 不仅仅针对伊朗，

也针对俄罗斯。相当于警告俄罗斯，伊俄在和
平使用核能方面的合作是美国所不允许的，也
将为美俄关系制造新的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认
为，可从两个层面理解最新的制裁。其一，制裁
内容聚焦伊核协议允许的铀浓缩活动， 可以说
是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否定协议、 挤压伊朗的表
现。有外媒评论，美方此举存在无理取闹之嫌。

其二，制裁发生在美俄首脑通话一个多小
时、严重对峙的美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的背景
下，俄伊合作却成为打击的对象，显得有点难
以理解。这说明美俄之间的矛盾加剧？还是美
俄围绕伊核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沟通和协调？

“我认为，不能排除第二种可能性。”

拉盟友搞围困？

同样引人关注的是，在特朗普政府高举制

裁大棒的同时，另一张铁幕似乎也在徐徐落下。

据半岛电视台 5 月 4 日报道， 美国国务
院宣布一项重大决定， 批准美国对巴林和阿
联酋两笔军售交易， 总价值约 60 亿美元，包
括 F-16战机、“爱国者”防空系统及各种导弹
等。这是自上月美国向沙特出售“萨德”反导
系统后， 美国再次向两个中东盟友提供先进
武器装备。舆论猜测，如此一来，美国已经将
多达 200 余枚导弹部署在伊朗周边， 意图围
困伊朗？

有评论称，美国在短时间内接连批准伊朗
三个邻国提升军备， 显然对伊朗不怀好意，相
当于形成钳制态势。从地缘政治上看，伊朗作
为中东地区什叶派大本营， 向来就与沙特、阿
联酋、巴林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格格不入。

“美国此举的确有威慑伊朗的因素，但更
主要的还是想达成军火交易，毕竟这些国家都
是美国武器的大买家。”华黎明指出，美国此前
已经与沙特达成 1100 亿美元的军火交易，这
次的几十亿美元更多的还是基于经济方面的
考量。

刘中民认为，这体现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
一个重要诉求。它在舆论上锁定伊朗，在经济上
制裁伊朗，将其塑造成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美
国最终想要达到的政策效应就在巴林、 阿联酋
和沙特等地区盟友身上得到体现， 即让美国获
利———强化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促成盟友
与美国的军售订单，最终捞取军火利益。

伊朗两手应对

面对美国的进一步封堵， 伊朗怎么接招？

外界注意到，伊朗政府近期的一系列举动可谓
刚柔并济，耐人寻味。

硬的一面，伊朗总统鲁哈尼 4日号召民众
团结一致捍卫希望。“我们要增加产出、 增加非
石油产品出口，挫败美国的阴谋。”他此前提到，

德黑兰还有 6个美国不知道的石油出口渠道。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等高官相继喊话，表示伊朗正考虑一系列反制
措施，如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封锁霍尔木兹

海峡等。有评论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杀
手锏。这条中东的狭窄要道，控制着波斯湾水
域每天 1700万桶的石油输出。但正因如此，伊
朗不太可能轻举妄动。

软的一面，伊朗既在积极争取地区国家的
支持，如外长扎里夫 5月 1日在卡塔尔罕见地
向沙特等国伸出橄榄枝，公开表示“希望与沙
特、巴林和阿联酋保持同样的关系”；也与欧洲
国家保持接触。有评论认为，如果伊拉克、土耳
其、卡塔尔等国积极为伊朗提供便利，美方的
制裁效果存疑。

“美国的‘长臂管辖’从去年 11 月便已开
始，此次只是又有新增举措，真正想把伊朗石
油出口清零不那么容易。”华黎明指出，毕竟伊
朗还有很多别的手段。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 5月石
油出口将明显下滑，但不会降至零。自去年 11

月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以来，伊朗的石油
出口量已从 2018年 4月的至少每天 250万桶
减少一半以上（降至每天 100万桶甚至更少）。

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人士的估计，日出口
量可能维持在 40—60万桶左右。

“伊朗的出口不可能归零，每天仍可以出
口 20—55万桶石油。”美国咨询公司 SVB分析
师萨拉·瓦赫舒利如是认为。

但法国《世界报》等外媒认为，德黑兰绕
开美国制裁的手段在减少。 伊朗或许可以通
过输油管将石油运到土耳其杰伊汉转运站，

但它必须找到不会引起美国财政部注意的支
付方式， 因为国际石油美元交易体系仍由美
国掌控。

“有迹象显示，伊朗在寻找石油买家方面
遇到困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伊朗的地区
性竞争对手沙特已向美承诺，如有必要，沙特
将填补伊朗在全球市场上的石油供应缺口。

刘中民认为，伊朗目前没有更好的应对办
法。美国追求的“清零”趋势正在演进，即使不
是真正“清零”，伊朗保有的出口量可能也只具
有象征意义。

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看来，

美国的制裁行动势必会让伊朗经济承受压

力。IMF 中东和中亚部主任杰哈德·阿祖尔表
示，根据估测，伊朗经济去年萎缩 3.9%，预计
今年将连续第二年萎缩， 通胀率可能达到
40%。“重新实施制裁和取消豁免无论在增长
还是通胀方面， 都会对伊朗经济产生进一步
的负面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希望是，制裁带来的经济
困难将促使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的政府。” 华盛
顿智库“国防优先”发表声明称，但更可能的
是，这种困境将被算在美国头上，引发反西方
的民族主义愤怒，并增加伊朗人对强硬派的支
持，损害寻求达成更广泛交易的温和派。

美伊继续交恶

眼下很难判断特朗普政府 “极限施压”的
“皮筋” 还会怎样进一步绷紧， 但可以肯定的
是，伊朗经济形势会更加严峻，国际舆论对美
国单边制裁的反对和质疑声会越来越响。较为
罕见的是，就连一贯与美国亦步亦趋的日本也
表现出较为“独立”的立场。日本共同社 2 日
称，日本坚持支持伊核协议的立场，继续尊重
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

“‘极限施压’的目的是在最短时间内迫使
伊朗屈服，”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
瓦兹说，但特朗普政府几乎脱离了伊朗这个国
家的现实。“我们需要进入伊朗的窗口，但即使
在奥巴马时期，这样的窗口也很少。”

“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对伊朗的敌意和偏
见已经妨碍其实事求是地认识伊朗，” 华黎明
认为，1979年美国大使馆被占领早已成为美国
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成为美国媒体几十年来深
度污名化、妖魔化伊朗的开端。奥巴马政府后
期已经认识到，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美国没
有必要在伊朗问题上耗费太多精力、 财力。然
而， 特朗普上台后又把这一政策捡回来了。因
为对伊朗强硬有着足够深厚的民意基础，推行
对伊朗政策的阻力最小。

“可以想见，未来美伊关系可能还会进一
步紧张、恶化，但美国应该不会贸然采取军事
行动，因为那样做代价太大了。”华黎明指出。

■本报记者 安峥

4月 30日，伊朗士兵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   新华社发

5月 4日，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加冕典礼在曼谷大王宫举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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