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朝美首脑板门店会面不到一个月，可能换代号掩人耳目

不顾朝鲜反对，韩美拟下月举行军演

新华社特稿 韩国知情人士 21日披露，尽
管朝鲜本月警告韩美军演将影响朝美磋商重
新启动，韩国和美国仍然打算 8月举行“19—2

同盟”联合军事演习。只是，韩美考虑给这场军
演换代号，显然有意掩人耳目。

“不是实兵野战演习”

韩联社 21 日以多名韩国官员为来源报
道，韩国和美国打算 8月初举行“19—2同盟”

指挥所演习，为期三周。

朝美首脑去年 6月会晤，美方宣布暂停美
韩联合军演。

美韩随后商定终止三大联合军演，分别是

每年春季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八九月的
“乙支自由卫士”， 代之以小规模演习。 其中，

“关键决断”这一代号停用，改为韩文名称“同
盟”，韩美今年 3 月举行的第一次“同盟”指挥
所演习因而改为 “19—1同盟”；“乙支自由卫
士”得以拆分，其中韩国政府负责的“乙支”与
韩国军方负责的“太极”合并为“乙支太极”演

习，“自由卫士”则改版为“19—2同盟”韩美联合
演习。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 20 日在美国
阿斯彭学会年度战略论坛上说：“据我所知，特
朗普总统没有说要取消即将到来的这场军演。”

这名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19—2同盟”以电脑
模拟为主要形式，不是实兵野战演习。

考虑弃用“同盟”代号

韩国官员说，韩美双方正在考虑是否给下月
举行的“19—2同盟”联合演习换代号。据他们推
测，可能弃用“同盟”这一代号。韩联社分析，韩美
考虑给 8月联合军演更名，显然是考虑朝鲜方面

先前警告。

朝鲜外务省 16日发表声明， 警告美国和韩
国一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将影响朝美重启关联
半岛无核化谈判的 “工作层面磋商”。“朝美首脑
在板门店会面不到一个月，美国就打算重新启动
它在最高层面亲自承诺停止的联合军事演习。”

朝方指认韩美联合军演针对朝鲜，是“战争
预演”，“美国单方面食言让我们逐渐失去继续履
行对美承诺的理由”。朝方暗示，如果美韩举行军
演，朝方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遵守停止核试验和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承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月 30日在板门店会面。特朗普说，他与金正恩同
意重启 2月越南会晤后停滞的朝美工作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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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博尔顿访日韩欲当贸易摩擦“和事佬”？
分析认为，邀请两国加入海湾“护航联盟”可能是其另一目的

■本报见习记者 杨瑛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已于当地时间 20日启程前往日本和韩
国。媒体和观察者认为，博尔顿此行正值日韩
因贸易摩擦而僵持不下，美国可能在其中扮演
“调解人”角色。与此同时，在美伊关系紧张之
际，如何部署中东重要石油运输航道———霍尔
木兹海峡或将成为博尔顿的另一目的。

韩国拉美国“评理”

一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
上表示，博尔顿计划在此次行程中与“关键盟
国和朋友继续开展对话”。日本《读卖新闻》认
为，博尔顿连续访问韩日两国很可能与近期升
级的韩日矛盾有关。

本月初，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国出口三种半
导体产业原材料加强管制，并将韩国排除在贸
易“白色清单”之外，双边贸易摩擦发酵，两国
关系恶化。有分析指出，日本的这一做法相当
于掐住了韩国的经济“命门”。韩国经济发展依
赖外国生产原材料，尤其在技术及零部件方面
对日本有较深的依赖。此次日本所管制的半导
体材料，都是芯片等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将涉
及三星等韩国企业。

媒体评论称， 韩国因在经济上受制于日

本，因此拉美国来“评理”。此前，韩国还试图通
过外交渠道、 诉诸世界贸易组织等诸多手段，

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紧急状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9日向媒体表示， 韩国
总统文在寅已请他出面，为化解日韩间政治和
经济摩擦提供帮助。路透社指出，美国之所以
愿意充当“调解人”，不仅因为日韩是其在亚洲
的两个最大盟国，而且日韩贸易摩擦也将威胁
到全球记忆芯片和智能手机供应链。

美或兜售“护航联盟”

另有观察认为，博尔顿此行并非只是为了
“劝架”，还有意邀请日韩加入美国组建的“联
盟”巡航霍尔木兹海峡。据称，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格也将一同来访。

随着美伊关系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已
发生多起油轮商船遇袭事件，涉及日本、英国
等多国船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
上将约瑟夫·邓福德本月表示， 为了应对不断
升级的伊朗局势，美国正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
增加兵力，通过组建多国护航联军保护该区域
油轮及商船。

不过鉴于各盟国对出兵海外态度冷淡，一
位五角大楼官员后又表示，华盛顿的最终目标
可能不是组建军事联盟，而是在该区域进行一
次“打手电”一样的联合巡航，起到震慑作用。

还有一位参与该计划的北约官员表示，美方的
行动可能较少涉及军事实战，更多是为了提升
对水域的监管能力。

日本媒体称，“护航联盟”的提议可能引发
巨大争议，因为受二战影响，日本国内对于是否
应该再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始终非常谨慎。

日本防卫相岩屋毅 16日已明确表示，现阶段不
考虑派遣自卫队去参加护航。日本专家则认为，

现行日本宪法限制了其派兵参加这种行动。

路透社指出，日本现为全球第四大石油购
买国。去年，日本 86%的石油供给经霍尔木兹
海峡运往国内。同时，日本与伊朗一直保持着友
好关系。上月，日本首相安倍在访问伊朗时曾试
图充当美伊“中间人”，但最终败走德黑兰。报道
指出， 博尔顿此次前来将日本置于一个复杂的
处境中———不愿破坏与伊朗的往来， 又不能断
然拒绝美国这个盟友， 还要考虑与韩国之间的
贸易摩擦。

调解尺度很难把握

日韩媒体都对博尔顿此行给予高度关注。

韩联社称， 这是博尔顿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以来第一次单独访问韩国。不过，博尔顿此行能
否化解当下韩日两国僵局，仍面临很大挑战。

本月 12日， 日韩政府代表已进行过首次
直接磋商，但最终不欢而散。据韩媒报道，磋商

在对立氛围中进行，双方表情凝重，甚至没有
握手，会议并未取得成果。此前，韩方还有意举
行美韩日高级别会谈， 但日本持消极态度，三
国贸易磋商前景黯淡。

美联社指出，面对两大盟友，美国调解的
尺度很难把握，也意味着力度不会很大。早在
上月底特朗普访问首尔时，文在寅就提出让特
朗普出面，但美国态度并不积极。路透社则称，

伊朗危局下，博尔顿此行不仅是当“和事佬”那
么简单，美国夹带自己的目的。

还有分析认为，日韩目前的僵局能否被打
破，主动权还在日本手中。在日本举行参议院

选举之际，安倍出台打压韩国的政策，是为了表
明日本政府态度强硬，以谋求更多支持。

此外，两国关系走到今日之局面，也不单是
经贸问题，还有历史、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因素。

多年来，日韩关系因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一直磕磕
绊绊，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国劳工赔偿案、“慰安
妇”受害者赔偿问题始终未解；今年初，两国又因
“雷达照射事件”引发争执，令本就敏感的两国关
系再生嫌隙。

路透社指出，日韩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未能修
补，美国并非问题的“系铃人”，因此也不会是“解
铃人”。

包 围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 7月 1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14日在波斯湾附近海域

抓扣一艘涉嫌走私原油的外国油轮。这张伊朗国家电视台提供的未注明拍摄时间的照
片显示，一艘油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船只包围。 新华社 发

7月 21日，在日本东京，一名选民在投票点投票。日本参议院选举 21日上午开始投票，选举将
确定参议院中 124个议席的归属。 新华社 发

“修宪梦”胜算几何
■本报记者 廖勤 本报见习记者 李雪

对于这次参院选举， 安倍心中定义的
“胜利”恐怕不仅仅是拿下过半数席位，而是
参院中的修宪势力能守住上届选举的战果，

继续维持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因为过三分之
二意味着能在国会提出修宪动议（执政联盟
已在众议院占三分之二以上席位）， 进而让
自己在任期内圆“修宪梦”更多一份胜算。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参院选举结果
非常重要，将决定日本未来的国运，即国家
将在一个什么样的宪法下继续前行。” 清华
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说。

可能重组或调整内阁
日本共同社称，包括自民党、公明党、日

本维新会、无党派议员在内，无需改选的支
持修宪势力现有 78人， 因此支持修宪的势
力还需赢得 86席才能达到通过修宪动议所
需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截至发稿时，日本放送协会（NHK）的计
票数据显示，包括自民、公明、日本维新会、

无党派等在内的支持修宪力量得票数总计
78席，还未到 86席。

“假设达不到三分之二这个目标，安倍
想在任内修宪，我认为可能性较小。”刘江永
说，“除非安倍延长任期，但是这一举措也较
为困难。”但是，安倍可能会考虑促成一个修
宪大联盟的政府， 这意味着可能会重组内
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选后可能分化组合，

支持修宪的激进政党可能会与自民党合流。

如果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
席，那么可能一切服从修宪。下一步，安倍有
可能重新调整内阁，确立在 2021年任期结束
前牢固的执政地位。然后，今年下半年开始酝
酿修改宪法的新方案， 有可能在明年的国会
上正式讨论修宪法案。假设法案明年上半年
能够通过，那么会马上举行全民投票公决。

恐难闯过国民投票关
不过，国会两院只能发起修宪动议，但能

否修宪最终要付诸全民投票。 多年来的民调
显示，逾半数的国民反对修宪，这意味着修宪
很难闯过国民投票这一关。

在专家看来，尽管修宪是安倍的政治夙
愿，但是他也不会不顾民意和政治环境，强行
推动修宪。从某种意义上说，打“修宪牌”是安
倍的一种政治策略，以获得右翼势力的支持。

但是，安倍也会拿捏好分寸，他知道强行推动
修宪，可能会引起反修宪力量的反弹，更有可
能失去公明党这个合作了 20多年的“盟友”，

因为公明党并不完全赞成修宪。 一旦失去公
明党的支持，安倍自己都可能有下台风险。

初步结果显示：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所获议席已稳过半数

日本参院选举落幕，安倍为何又赢了
■本报记者 廖勤 本报见习记者 李雪

7月 21日晚，持续 17天的日本第 25届
参议院选举落幕。据初步结果显示，截至东
京时间 22日 2时， 在此次改选的 124个议
席中，自民党已获得 56个议席，公明党已获
得 13个议席， 加上未改选的 70个议席，由
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
已拥有 139个议席，超过参议院半数议席。

然而，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等修
宪势力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未能实现超过
三分之二议席的目标。根据日本修宪相关程
序，发起修宪动议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
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

专家认为，此次参院选举结果进一步稳
固了安倍的执政基础。 而在修宪问题上，安
倍虽然梦寐以求，但也不会不考虑民意和政
治环境强行推动。

再次执政以来五连胜

在日本政治语境中，虽然参院选举不像
众院选举那样能决定政权的“生死”（众议院
选举不过半数席位，执政党就得下野），但是
参议院选举或许能显示一个政权的“动力”，

即执政党在掌控众议院的基础上，能否在参
议院再获足够动能（过半数席位），确保政府
继续强劲运转，推行有关政策。

所以，参议院选举也被比作一场“信任
投票”，是对安倍 6年半执政的一次“大考”。

如果再算上 2012年执政以来的两次众议院
选举，一次参议院选举，一次自民党总裁选
举，安倍已获五连胜。

四招打破“魔咒”

安倍何以能成“常胜将军”？尤其是今年，

在地方统一选举与参院选举叠加的 12年轮
回中，一举打破“猪年魔咒”，一赢再赢？

首先，经济上有亮点。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
德瑰指出，对于这次选举，在经济、社会福利
保障（养老金）、提高消费税、修宪等议题中，

日本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经济。虽然“安倍经
济学”招来不少微词，但这几年来日本经济
发展总体不错。

专家认为，经济温和增长、失业率降低、

税收收入创新高、访日外国游客数量爆发式
增长……这是安倍赢得参议院选举、确保政
权稳固的一个基石。

其二，外交上有得分。

《南华早报》指出，自 2012 年重返相位
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安倍提升了自己作为
一个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形象。上月在大阪举
办 G20峰会更是将这一角色推向高潮。

为了给参院选举创造有利外部环境，

安倍选前也没少花心思，他运筹帷幄，巧妙
运作。

在对美关系上，竭尽全力稳住前景不定的
日美同盟关系。“能把飘忽不定的美国总统特
朗普‘忽悠’住，使其暂时未对日本构成伤害，

尤其是贸易上的伤害，这让安倍赢得国内的支
持。”廉德瑰说。安倍不仅说动特朗普在一个月
内两度访日，更重要的是缓和了与美国的贸易
争端，成功说服特朗普在关税和开放农产品市
场上暂缓施压。

在对华关系上，安倍去年成功访华，推动
中日关系改善。“这也是安倍的一大加分项，呼
应了日本国内支持中日关系改善的意愿。”廉
德瑰说。

有观点指出，中日、美日关系的总体稳定，

维系了日本东北亚地区外交的相对平稳。当
然，其中对韩关系却降至冰点，但是，这背后同
样也有为选举服务的考量。尤其是在发布参院
选举公告的当天，日本正式限制对韩出口半导
体产业原材料，可谓算准时机出手。

“对韩强硬在日本国内有民意基础， 敲打
韩国既能顺应舆论，也能赢得右派势力支持。”

廉德瑰说。

其三，在野党太弱。

也有观点认为，安倍率领的自公联盟之所
以能拿下参议院，并非本身有多强，而是对手
实在太弱。

东京明治大学政治学教授西川伸一 （音
译）对法新社表示，安倍的实力很大程度上是
建立在“被动支持”的基础上，即反对派阵营一
团乱麻和缺乏竞争对手。

日本《每日新闻》曾描述过投票几天前的竞
选拉票一幕， 多少透露出在野党的某种尴尬处
境。7月15日傍晚在东京JR吉祥寺站前，立宪民

主党的议员候选人拿着麦克风向民众呼喊：“要
恢复正常的政治”。 现场虽有70多人在倾听，但
过往人群中大部分人没有驻足，径直“飘过”。一
个在听演讲的70多岁的老年男子说，“感觉只是
一些热情的支持者在沸腾。虽然不喜欢执政党，

但是在野党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廉德瑰看来，在日本变动不居的政治环
境中，安倍之所以能拿下数次选举，与日本民
心求稳、安倍平衡施政、在野党无力有关。“十
年九相”的局面对日本政坛和日本的国际形象
造成严重损害， 日本民众不愿再频繁换相，希
望政局能长期稳定。其次，安倍的政策基本能
保持平衡，并非完全追求右倾，所以能获得较
广泛的支持。此外，在野党难成气候，内讧严
重，这无疑也在为执政联盟输送选票。

其四，年轻人加持。

《南华早报》称，安倍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吸引了很多年轻选民，比起一些左倾的在野
党，年轻人往往更倾向于支持自民党。

《朝日新闻》今年 6月的一项调查也显示，

安倍在 29 岁及以下人群中的支持率为 52%，

高于其他年龄段 45%的平均支持率。

安倍和自民党为何那么受年轻人追捧？几
项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 日本内阁府调查显
示， 在 18岁至 29岁人群中，“对生活不满”的
人自 2016年之后连续 3年低于 20%。

日本年轻人“幸福感”提升的背后是就业
环境得到改善。日本的就业冰河期结束，起薪
也有所提高。 从家庭收入变化来看，29岁以下
人群从 2015年前后开始收入明显提高， 当前
已超过 2001年的水平。相比之下，中老年人的
收入则低于 2001年。

未来施政重点在哪

根据法新社的说法，参院胜选意味着安倍
将能继续执政，到今年 11月，他将打破前首相
桂太郎创造的最长任期纪录 （任期 2886天），

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如不
出意外，安倍的任期到 2021年结束。

安倍说这次参院选举的最大焦点是“继续
在安定的政权下推进改革，还是退回到混乱的
过去”。赢得参院选举表明安倍政权能继续“安
定”下来往前走，特别是在“包揽”众参两院后，

安倍接下来的施政重点会有哪些？

在内政方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
授刘江永认为，选举过后，自民党基本能保持
一党独大格局，除了修宪议题，如何维护日本
的经济和民生，可能是需要考虑的突出议题。

今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可能遭遇国内外两
重困局。一是国际市场的挑战。由于美国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 下半年美国可能会敲打日本，

敦促日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 开放农业市场
等。另外，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而日本
又是“头脑在国内、手脚在国外”的海外经济模
式，美国这类举动将间接影响、打击日本经济。

二是国内经济的压力。今年 10月以前，日
本经济可能会上扬，但是 10月以后，特别是安
倍计划在 10月提高消费税， 日本经济发展或
许会承压，将面临内需不振、外需受限的局面。

尽管目前日本就业率表现尚佳，但是非正式员
工比例较高；日本社会出现少子化现象，不少
中小企业没有继承人；再加上日本贫富差距扩
大，所以民生问题对日本内政来说较为重要。

在外交领域，也有几对重要双边关系需要
安倍费心打点。

一是中日关系。廉德瑰表示，安倍政府会
继续深化、稳定中日关系，继续推进重大中日
外交日程。比如确保明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能成功访日。但刘江永认为，若日本推动修宪
进程、国内出现煽动“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未
来如何稳定中日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议题。

二是日美关系。专家认为，参院选举后可能
面临严峻考验。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日本正致
力于达成一项涉及农业和汽车的小型贸易协
议， 特朗普和安倍准备 9月在纽约会晤时就该
协议达成一致。“日美下半年将展开双边贸易谈
判，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安倍能否顶住特朗
普政府的压力是一个看点。”廉德瑰说。

三是日韩关系。刘江永判断，日韩紧张关
系未来可能继续升温。历史观和价值观决定了
日本难以做出妥协，所以未来日韩关系如何处
理，对日本、韩国来说都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
题。廉德瑰却认为，选前“制韩”有选举背景，但
是选后，日本或许会冷静下来，思考如何妥善
处理对韩关系，因为日韩持续僵持，中日韩合
作必受影响。“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下，日
本也在谋出路，中日韩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都是日本的抓手。但如何
打破僵局，对安倍也是一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