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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时刻访索契，欲说服莫斯科在伊朗、委内瑞拉问题上多多配合，但恐没戏

蓬佩奥首次访俄，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本报记者 张全

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点忙，一周以
来疲于“赶场子”。前不久访问芬兰、英国引起
的喧嚣还未散尽，13 日至 14 日又要登上前
往布鲁塞尔和俄罗斯索契的飞机， 说服各方
配合美国对多国的施压行动。外界质疑：在美
国患上“极限施压强迫症”的情况下，蓬佩奥连
盟友们的分裂都“缝合”不起来，再去访俄挑战
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不是有点强人所
难了？

帮特朗普填“坑”

这是蓬佩奥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访俄，时
机也颇为微妙。

从俄美关系看，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
罗斯总统普京“煲起电话粥”，罕见通话一个半
小时，被特朗普赞许为“非常有成效”。法新社
说，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公布“通俄”调查特别检
察官米勒报告的删减版之后，特朗普感觉甩掉
了“通俄”指控的包袱。他打算趁机与普京接
近，推动美俄关系正常化，而普京也正有此意。

“政客”杂志网站称，蓬佩奥对俄罗斯的态
度往往比他的上司特朗普更强硬。因此，蓬佩
奥此行“是一次走外交平衡木”的考验———需
在“展现强硬立场”和“体现特朗普希望接近普
京”之间寻找平衡点。

从国际局势看，被美国媒体称作“毫无外
交策略”的特朗普，正四处挑惹不安，从与中国
的贸易纷争， 到斗争激烈的委内瑞拉政局，再
到剑拔弩张的伊朗问题，以及毫无进展甚至又
有起伏的半岛局势……而蓬佩奥作为特朗普
团队的首席外交官，理应成为总统命令的全球
执行者，给盟友和对手施加最大压力，让他们
乖乖交出特朗普最想要的东西。

蓬佩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特朗普在全
球挖了那么多“坑”，岂是那么容易填平的？连
盟友们都没有轻易给美国面子。

5日，蓬佩奥在欧洲之行的第一站芬兰，鼓
吹抵制某些国家“咄咄逼人的北极扩张”，却只
字未提“气候变化”。结果是，出现了《纽约时
报》所称的“7个国家站在一边，而美国站在另
一边”的尴尬局面。

7日，蓬佩奥对德国“放鸽子”，以所谓“伊
朗威胁”的“突发状况”为由，取消访德行程突
访伊拉克。德国舆论认为，蓬佩奥取消访德行
程反映出当前德美关系“受冷遇”的现实。

8日， 在伊朗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
条款时，蓬佩奥正在英国访问。他呼吁伦敦加
入美国阵营，但英方并未“给脸”，仍表示支持
协议。在访英期间，蓬佩奥还暗讽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外媒述评，这种将美国意志强加于人
的做法，相当于一种系统性霸凌。“梅处于被英
国‘脱欧’混乱逼入绝境的悬崖边缘，这或许就
是为什么特朗普和蓬佩奥觉得可以再欺负欺
负她。”

一连串事情加在一起，可以看出蓬佩奥的
工作确实不好做，欧洲之行非但没能捞到“配
合”，还惹得一身腥。眼下，蓬佩奥又必须贯彻
“随性的、对俄友爱的特朗普”的意志，从俄罗
斯这边讨要好处，此行可能让他陷入比在欧洲
更加烦恼的窘境。

访前尴尬不断

蓬佩奥还没出发赴俄， 尴尬事就接踵而
至。

先是行程生变。按照美国白宫说法，蓬佩
奥原定于 13日访问莫斯科， 与美国学生和商
人进行会谈，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之后于
14日前往索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
夫罗夫举行会晤。但在“伊朗威胁”之下，48小
时的访俄时长可能要“打个对折”。

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消息
称，蓬佩奥将于 13日前往布鲁塞尔，与欧洲官
员就伊朗和其他问题举行会谈，14日的索契行
程不变。连日来，美国对伊朗接连施压，甚至让
外界产生“战事将起”的惶恐。

再者，是人还未至，“互掐”先行。事实上，

在 14日即将到来的俄美外长会面之前， 蓬佩
奥已于 6 日先期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在芬兰见
过一面。当时，蓬佩奥公开“黑”俄罗斯是“北极
威胁”，称“俄罗斯的军靴已经在雪地上留下脚
印”。拉夫罗夫也怼了回去。在那次会晤前，两
人还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有过交锋，蓬佩奥要求
俄方从委内瑞拉“走人”，拉夫罗夫则谴责美方
在这一拉丁美洲国家策动政变。 在访英时，蓬
佩奥也是一副对俄罗斯不依不饶的架势，他猛
烈抨击俄罗斯北溪 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声称
该项目将成为撬动欧洲的“杠杆”，并誓言会继
续破坏项目的实施。

此外，美国国务院官员还透露，蓬佩奥此
访不会像特朗普那样， 在电话里对普京那么
“温柔”。他计划在俄罗斯干预美国和其他国家
大选的问题上与普京“正面刚”。

不弃修好努力

虽然访俄前蓬佩奥的诸多举动有点 “违
和”， 但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还是表示，

“我们与俄罗斯政府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这
不是什么秘密。国务卿将就我们双边关系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非常坦诚的对话。”

“蓬佩奥总体上在执行特朗普对俄外交的
设想，希望能改善俄美关系，争取俄方在一些
美国关切问题上的合作和让步。” 复旦大学国
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指出，“特别是 ‘通
俄’调查告一段落，特朗普和普京通话时可能
达成一定默契，即双方可以在改善美俄关系方
面再试一次。”

吴心伯指出，最近特朗普外交上没有什么
亮点：中美贸易分歧仍存，对朝谈判停滞不前，

同伊朗剑拔弩张……在这些背景下，特朗普尝
试让手下与俄罗斯接触， 看能否打开局面，包
括是否可能促成在日本 G20峰会期间举行“普
特会”并为之准备。

吴心伯补充道，事实上，对俄外交一直由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主管，蓬佩
奥主要负责的是朝鲜问题。但朝鲜点名批评要
求撤换蓬佩奥， 弄得蓬佩奥有点 “丧失主业”

了。“现在让蓬佩奥去访俄，刚好给了他外交施
展的舞台。但作为外交素人，蓬佩奥的非专业
风格，让外交效果大打折扣，包括给美国盟友
们留下的印象都不太好。很难期待他的访俄有
大的突破和进展。一切只能证明，美俄还没放
弃改善关系的努力，蓬佩奥访俄是这种努力的
一部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冯

玉军指出，蓬佩奥访俄，是最近一个阶段以来
俄美关系积极调整当中的一环，不是突如其来
的变化。美俄意识到，双边关系难以发生根本
性好转———因为尽管“通俄”报告为特朗普“减
负”，却没排除俄罗斯干涉大选，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整体对俄认知、 对俄情绪仍然相当激烈，

双边关系不可能迅速好转。 然而即便如此，不
排除两国在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上逐渐克服分
歧、逐步展开合作的可能性。

会聊哪些话题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研究基金会主任尤
里·罗格列夫对《共青团真理报》指出，蓬佩奥
访俄表明华盛顿仍然希望与莫斯科建立工作
关系，这是个积极的迹象。谈判可能涉及军控
问题，特别是中短程导弹和核不扩散，也可能
涉及一些美国感兴趣的紧迫的国际问题，“半
岛无核化问题并不像特朗普希望的那么顺利，

还有些未解的难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例如委
内瑞拉和伊朗问题。”

“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希望俄罗斯配合施
压，但这没戏，因为美国单方面撕毁核协议得
不到其他签约方的支持，” 吴心伯说，“俄罗斯
还会继续发展同伊朗的关系。” 俄卫星网近日
援引伊方说法称，在具体项目上，俄伊双方将
寻求绕过美方制裁的合作方式。 俄伊外长确
认，双方就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工作，以及在
福尔多核设施稳定同位素生产方面的合作将
继续进行。

冯玉军认为，俄罗斯力挺伊朗，使伊朗不
得不增加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依赖；而特朗普
政府打压伊朗态度始终决绝，因为华盛顿要防
止德黑兰在中东扩展势力， 减少以色列压力，

这些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此一来，俄罗
斯能够从中东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国际能源市
场的波动中获得较大好处。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吴心伯认为，美国希
望俄罗斯别介入委政局，但俄罗斯不会买账。

眼下， 俄罗斯对委内瑞拉问题的介入十分有
限，分寸把握得当，美俄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
走到严重危机的地步，同时俄罗斯也不可能改
变自己的立场，包括对委现有领导人的支持等
等。

冯玉军认为，在委问题上，俄美尽管在公
开场合各执一词，但对未来委政治走向都在进
行私下沟通， 无论是委总统马杜罗的去留，还
是政治安排，抑或美国是否动武，都是双方谈
判的重要内容。最新情况是，委反对派领导人
瓜伊多向五角大楼送 “秋波”， 寻求潜在军事
“协作”，这是瓜伊多迄今为止向美方发出的最
强烈求援信号。俄美围绕这一问题如何博弈有
待观察。

在朝核问题上，俄方可能向美方通报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信息。 但至于下一步
怎么推动半岛无核化， 还是要取决于美朝双
方能否走近，俄罗斯在这方面作用有限，但俄
方可借此向美方传递朝方在无核化问题上的
诚意，促进朝核问题的国际协调合作。吴心伯
说，“俄罗斯可能向蓬佩奥表明， 鉴于朝鲜一
年多没有进行核导试验，应适当取消部分对朝
制裁。中俄之前在安理会提过这点，但美国没
有放行。”

新闻分析

俄不会入美国的套
■本报记者 张全

外媒分析认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次
访俄可能有助于塑造特朗普政府对俄立场，

但究竟能够“改变什么”真的不好说。

美外交“精神分裂”？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乌克兰
和欧亚事务主管， 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
会副总裁安德鲁·韦斯称，特朗普从特检官米
勒报告中解套后，希望与俄罗斯开启新关系，

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确实很模糊， 因为
议程主要由美俄争执不下的问题组成。

“普京知道特朗普喜欢他，但特朗普的
政府不喜欢。”俄罗斯前外交官、外交政策分
析人士弗拉基米尔·弗洛洛夫认为。 米勒的
报告一定程度上为特朗普平反，但并没有为
莫斯科平反。将两国改善关系的希望寄托在
领导人的个人情谊上，显然忽视了两国结构
性矛盾的复杂性， 以及美国国内的巨大阻
力。对俄罗斯而言，一切远未真正改变。

而特朗普一言不合就“极限施压”，以及
“一边打压俄罗斯，一边又要求对方配合”的
“神逻辑”，也引起俄罗斯媒体吐槽。

《今日俄罗斯》称，美国的外交是不是患
上了“精神分裂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
中情局毫无廉耻地监控全球，连欧盟领导人
也不放过，那蓬佩奥凭什么要求欧洲不要与
中国合作？美国心中有个“可怕的普京”，倘
若特朗普新近萌生的 “对俄罗斯之爱及友
谊”退潮，蓬佩奥是不是又会轻慢自己的俄
罗斯同行、 重新要求俄罗斯停止做某事，甚
至可能实施新制裁？

俄罗斯有最佳选择
“极限施压一玩久，别人就进入疲劳症。

慢慢地，大家都看透了，习惯了，极限施压这
一套路的效应会越来越下降。”复旦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说。 这也注定美国对
俄外交不会有重大突破———如果不改变对俄
根本立场，缓解、解除 2014年以来制裁施压，

美国再怎么折腾也无法换取俄根本让步。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冯玉军认为，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
政策更加咄咄逼人， 尽管引起一些国家不
满，但迫于美国的淫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一些国家最终不得不
委曲求全。对于俄罗斯而言，它不可能被美
国说服“联手制华”，无法想象莫斯科与北京
公开为敌。 但正像俄罗斯一些战略人士所
言，坐观虎斗，两面得利，是俄罗斯的最佳选
择。 它一方面会逐渐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从
制裁和压力下解套；另一方面它会与中国保
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从中国获得
资金、技术、市场和国际支持，这正是俄罗斯
外交的精妙所在———充分利用形势变化给
自己创造机会，多方面获得好处。

美在中东加强部署，革命卫队防空部队、海军司令同日“发飙”

伊朗放狠话：海湾美军是打击“目标”
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

高级将领 12日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称为打击“目标”。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 美国将对伊朗可能的袭击作出适当反应，

但战争不是美国的目的。

“他们必须离开”

美国近期在中东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
航空母舰战斗群和 B-52型轰炸机特遣队。美
国官员说，这些部署旨在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
美军构成威胁的“明显迹象”。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防空部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扎德 12日说：

“过去， 一艘载有至少 40到 50架飞机和 6000

名士兵的航母对我们是严重威胁，但现在它是
目标， 威胁已成为机会。” 哈吉扎德说：“如果

（美国）采取行动，我们将迎头痛击。”

当天，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迪说，美
军在海湾地区的存在 “已经到头”，“他们必须
离开”。

另据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网站报道，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当天在
议会说，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心理战。伊朗议
会发言人贝赫鲁兹·内马蒂说：“萨拉米司令注
意到地区形势，分析指出美国已经发动一场心
理战，因为美军进进出出是常态。”

商船遇袭有“阴谋”？

伊朗外交部 13日说， 就 4艘商船在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附近海域遇袭事件，地区国家应
提防一些可能的“阴谋”。

阿联酋 12日说，4艘商船当天在阿联酋附
近海域“遭破坏”；沙特阿拉伯政府 13日说，其

中两艘是沙特油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对这起事件表
达“忧虑和遗憾”，希望了解更多事件详情。

他同时呼吁地区国家提防其他国家的“冒
险主义”举动，警惕“一些不怀好意者阴谋破坏
地区稳定和安全”。

沙特通讯社 13日援引能源、工业和矿产资
源大臣法利赫谴责这次袭击， 呼吁国际社会保
护海上航行安全和油轮安全，“降低这类事件对
能源市场的负面影响和对全球经济的威胁”。

阿联酋外交部 12日晚发表声明，说正在调
查这起事件，呼吁国际社会“担起责任，阻止企
图破坏海上运输安全的当事方作出这类举动”。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阿卜
杜勒·拉蒂夫·扎耶尼发表声明，说这类事件是
局势的“危险发展和升级”；美国海运局就“袭
船”事件发布公告，提醒过往船只注意安全，同
时强调这一事件“仍然没有获得证实”。

美将“适当”反应

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状态近来急剧升级。

美国在经济领域不断向伊朗施加压力，为切断
伊朗原油出口接连采取行动。伊朗迄今没有因
美方不断加码而服软。

蓬佩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
时说， 美方军事部署是对伊方可能发动袭击作出
的回应， 旨在威慑伊方并在必要时有能力作出反
应。“如果伊朗决定冲着美国的利益来，不管是在
伊拉克、阿富汗、也门或是中东其他地方，我们准
备以适当的方式作出反应，” 他说，“我们的目标
不是战争。”

5月 7日，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左二)?挪威外长索尔
赖德(左一)和瑞典外长瓦尔斯特罗姆(前排右二)站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排右一)旁边拍照。在这
前一天，蓬佩奥已与拉夫罗夫进行了会晤。 东方 IC

这是 2018

年 9 月 22 日在
伊朗首都德黑
兰拍摄的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
队成员的资料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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