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张资料照片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出席高
级军事领导人的吹风会。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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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出局，美国外交政策真会变化吗
■ 王珍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博尔顿因在与塔利班谈判问题上意
见不合而发生争执， 特朗普要求博尔顿辞职，

后者已于 9月 10日递交辞呈， 由其副手库珀
曼暂代。

特朗普在推文中说，他与博尔顿“在许多
问题上强烈不同”，而且博尔顿“与许多人”都
有分歧，因而“不再需要他的服务”。针对外界
对此事的猜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长姆努
钦说博尔顿去职并不意味着美外交政策有任
何重大变化，因为总统是决策者。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外交事务
班子“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与国务卿、国防
部长、财政部长同为总统左膀右臂，往往由总
统亲信担任。

博尔顿是特朗普第三个安全事务助理，去
年 3月上任。此人被认为是最强硬的鹰派代表
人物，是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总设计师 ”，力主
对伊朗开战，反对与朝鲜对话，在委内瑞拉危
机中是“主战派”之首，是单边主义的主要鼓吹
者，更是“逢中必反”的反华急先锋。他奔走全
球，煽风点火，制造动乱，与蓬佩奥一起被并称
为“全球搅局者”而人人喊打。朝鲜方面曾正式

提出蓬佩奥、 博尔顿不能参加朝美首脑会晤，

国际舆论认为此二人被重用是“美国外交的悲
哀”。今年 5月后传出他与特朗普分歧日深，多
有“被炒”传闻。

博尔顿出局，甚至包括将来某一天蓬佩奥
下台， 真的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有大调整吗？

笔者认为要冷静观察，准确判断。

第一， 美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决定权在总

统，别人都是参与者和执行者，亲近幕僚无疑
对总统有影响，但不能左右之。特朗普使用的
多是鹰派，从美国副总统彭斯到博尔顿莫不如
此，因为他本人即是强势称霸的“总坛主”，故
此有“美国优先”信条。三年来美国在世界上的
所有作为，均源于此。总统与幕僚间的分歧，充
其量只能是做法和程度上的差别，如果涉及根
本主张则必须保持一致。因此，至少在出局之

前，博尔顿执行的是特朗普的政策，他离开并不
意味着政策大调整。

第二，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的全球战略或
局部政策明显受挫，招致普遍反对并已使美国利
益受损的时候，决策者一定会找一个“替罪羊”应
付批评，化解压力，既可舍车保帅，又可微调转
圜。当前美国在对华贸易、伊朗、阿富汗、与欧盟
关系、对俄政策、对东北亚政策等各方面都面临
困窘，不得不考虑对策。甩开博尔顿有助于改变
形象，辅之以某些做法上的变化，比如在阿富汗
和伊朗问题上的政策调整， 这种考虑亦不能排
除。

第三， 博尔顿的死硬作风在美国内多遭诟
病，影响特朗普选战，踢之出局，亦有竞选之需。

（作者为中国前驻外大使）

不换老将维持政权“骨骼”，外相防相由现阁僚转岗出任

改组内阁及自民党高层，安倍意欲何为
■本报记者 廖勤

9月 11日，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安倍晋
三改组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这是 7月参议院选
举以来的首次改组， 也是安倍去年 10月重组
内阁后的第二次改组。 新一轮人事更替背后，

安倍有何“良苦”用心？

党内“求稳”

当天上午，自民党改组率先启动。安倍在
党总部召开临时总务会，正式决定了几项人事
安排。

最受关注的干事长一职依然由二阶俊博
担任。曾瞄准干事长职位的岸田文雄则留任政
务调查会长。

据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
瑰介绍，自民党干事长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在
党内是仅次于总裁的二号人物。 当总裁出任首
相时，干事长几乎就全权负责党务工作，权力相
当大，参与党内权力分配、人事安排。

干事长如此位高权重，自然让岸田跃跃欲
试，让二阶恋恋不舍，安倍也被曝在两人之间
左右为难，摇摆不定。但是权衡再三，安倍最终
还是选择让二阶与岸田各司原职。日媒认为，这
反映了安倍“求稳”的心态。

二阶一直支持安倍政权， 确保其长期稳
定。今年 8月，他成为“待机时间”最长的自民
党干事长，此次留任将刷新连续在任纪录。

廉德瑰指出，安倍之所以留用二阶当干事
长有两重考虑， 一是安倍需要二阶的支持。二
阶派虽是自民党中的较小派阀，但二阶是党内
“长老”，是安倍的坚定支持者，稳住二阶势力

能制衡其他反安倍派阀的扰乱。二是着眼日中
关系改善后的稳定发展。 因为二阶是 “亲华
派”，其对华人脉关系和渠道可资利用。

也有分析称，安倍留下二阶意在实现修宪
夙愿，认为“二阶的协调能力不可或缺”。据日
媒报道，对修宪一向不太热心的二阶，这次为
了保住干事长职位，竟然向安倍“送秋波”，自
称“将推进修宪，因而希望留任”。

“让岸田留任政调会长也是出于稳定政权
的考虑。”廉德瑰说，岸田派是自民党内较大的
主流派阀， 谱系上传承前首相大平正芳一系。

继续留用岸田是安倍派与岸田派政治合作的
一大标志，对安倍政权稳定有很大好处。

还有分析称，安倍让岸田继续担任政调会
长， 有意将其作为继任者加以培养。 廉德瑰指
出，政调会长负责研究制定自民党的政策，也是
自民党内一大关键职位。安倍卸任总裁后，岸田
很有可能接替安倍，双方必定会投桃报李。

据共同社报道，自民党四大要职中，除了
干事长与政调会长还是老面孔外，总务会长与
选举对策委员长均换人，分别由奥运相铃木俊
一、党宪法修改推进总部长下村博文出任。

廉德瑰介绍说，铃木俊一来头不小，他是
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的小舅子，前首相
铃木善幸的儿子， 而麻生派是安倍一大靠山。

下村是安倍的亲信，属于自民党细田派。

“自民党四大员，或与安倍合作，或是安倍
的人，将确保安倍稳固党内地位。”廉德瑰说。

重臣留任

当天下午，安倍又对内阁人事作出一次大
调整。19名阁僚中，17人被更换，13 人首次入

阁，是历次安倍内阁改组中新进成员最多的一次。

不出意外，安倍内阁两大“重臣”———副首相
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留
任。 两人自 2012年底安倍二次拜相组阁后就任
职至今。

日媒称，安倍希望以政权稳定为优先，留下
麻生太郎、菅义伟等老臣，以维持政权“骨骼”。

“麻生派是安倍政权的顶梁柱，在内阁中又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是多名阁员的幕后支持力
量，轻易动不得。”廉德瑰说。

不变中也蕴含变化。两个关键内阁职位———

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这次有所调整。原外相河
野太郎改任防卫相，接替岩屋毅；空出的外相一
职则由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出任。

河野已担任外相两年，被视为未来首相人选
之一，他的去留在改组前受到高度关注。

“麻生太郎和菅义伟两大元老都支持河野，虽
然他卸任外相，但绝不会被踢出内阁，依然要安
排他一个重量级职位，防卫相堪当其任。”廉德瑰
说。

此前，围绕劳工赔偿、慰安妇、贸易争端等争
议，河野频频向韩国示强，得到安倍的肯定。河野
就任防卫相后，预计将处理维持日美韩三国安全
保障方面合作的课题。

在廉德瑰看来，茂木敏充被调任外相，显示
安倍政府重视对美关系， 有意加强对美外交。茂
木原先负责经济事务以及对美贸易谈判，他的工
作能力受到安倍高度赏识。

未来，新外相将接手几项棘手事务：恶化的
日韩关系、陷入停滞的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

有观点认为，内阁改组可能使日韩外交氛围
生变。 熟悉日本首相官邸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韩
国《中央日报》记者：“听说（茂木）凭借与官邸同心

合意、（有打开局面的）突破力获得高分评价。”

不过，也有韩媒认为，河野替换岩屋毅、茂木
改任外相并非好事。韩国《东亚日报》援引日媒评
论称， 防卫相岩屋毅此前被认为对韩国表现出较
为柔和的态度， 此次内阁改组说明安倍将进一步
加强现有的强硬路线。“安倍改组内阁把强硬派
‘挪东就西’，看不出改善韩日关系的意志。”该报
评论道。

至于内阁改组之后对中日关系是否会产生
影响，廉德瑰认为，无论是茂木还是河野，对中国
都会很重视。

最亮“新人”

在首次入阁的新面孔中，最亮眼的当属前首
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他将出任环境
大臣。

今年 38 岁、 刚刚宣布婚讯的小泉进次郎，

2009年才首次当选众议员，如今却一脚跨入内阁
成为大臣，可谓“火箭晋升”。

“这说明安倍有意培养小泉进次郎。”廉德瑰

说。

一方面，小泉进次郎如今是自民党的政治新
星，人气爆棚，被视为未来的首相苗子。自民党需
要把他打造成一块看板， 提升自民党的影响力，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出于安倍个人的“报恩”

想法。 小泉进次郎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既是安倍的
“政治导师”，也是“政治恩人”，安倍能当上首相，

与小泉当年的一手提拔密切相关。所以，安倍也很
重视栽培小泉进次郎，此前安排他在政府、自民党
中担任一些重要职务，比如复兴政务官、自民党常
务副干事长等。“这次提拔他入阁一定程度上也是
为他今后做首相打基础。”廉德瑰说，因为当上内
阁大臣意味着拿到了竞争首相宝座的“门票”。

此外，新内阁成员中还有两位女性，一位是
被任命为总务大臣的高市早苗，另一位是被任命
为奥运大臣兼女性活跃担当大臣的桥本圣子。

在廉德瑰看来，从实质来说，安倍此次改组
内阁稳定大于变动，延续大于断裂。“因为多名重
要阁僚留任，说明安倍希望巩固执政基础，能顺
利完成余下任期。”

9月 11日，安
倍新内阁成员拍
摄全家福。19名阁
僚中 ，17 人被更
换 ，13 人首次入
阁，是历次安倍内
阁改组中新进成
员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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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任人选是谁？

■本报记者 安峥

特朗普称，他将在下周任命新的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

数名候选者在列
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可能

会考虑朝鲜问题首席特使比根、伊朗问题核
心人物胡克作为替代人选；退役保守派军官
麦格雷戈、常务副国务卿苏利文、美国驻德
国大使格雷内尔、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沃德
尔以及副总统彭斯的国家安全顾问凯洛格
也在候选名单之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特朗普
在最近几个月会见了福克斯新闻谈话节目
的负责人麦格雷戈上校，他是一名拥有博士
学位的退役军官。与博尔顿不同的是，麦格
雷戈对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持极
端怀疑态度， 他在福克斯节目中批评国会、

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全球主义精英”，并强
烈反对与伊朗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知情人
士说，麦格雷戈最近会见了白宫代理幕僚长
马尔瓦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得到这
份工作。

《金融时报》称，比根是一位备受尊敬
的外交政策专家，与蓬佩奥关系密切。但他
也可能接替副国务卿苏利文。 后者预计将
被提名为新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一名政
府人士告诉媒体记者，比根与蓬佩奥相似，

懂得“总统就是总统”，总统才是最终做决
定的人。

有两个选择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认为，未来的人选有两个方向。

一是军人。军方的作用和话语权有望得
到提升，外交决策稳定性有望提高。

二是比根这样的外交官可能性也比较
大。 当年在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
走人之后，比根就是一个潜在人选，也被视为
具备接任的资质。如果比根上任，可能会强化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总之，从继任者的选择，

可以看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生态的变化。

批评人士警告称，总统的第四任国家安
全顾问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力。也有美国
学者调侃，下一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仍将是
唐纳德·特朗普， 就像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
问实际上也是唐纳德·特朗普一样。 国家安
全顾问都只是“名义上”的存在。

在中东等诸多问题上与总统唱反调，最近更因阿富汗问题引爆矛盾

博尔顿突然“被炒”，“战争鹰派”个性惹的祸？
■本报记者 安峥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宣布，博尔
顿不再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一消息既在外
界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一方面，“鹰派”人物博尔顿“位子不保”的
传闻已有数月，如今反倒有种“靴子”落地的感
觉。另一方面，就在特朗普发布推特前不久，白
宫新闻办公室宣布称，博尔顿当天将与国务卿
蓬佩奥、 财长姆努钦共同出席新闻简报会。特
朗普的推文一出，白宫上下一片哗然。

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

跟特朗普政府许多前任官员一样，博尔顿
的离职方式似乎并不光彩： 不是主动请辞，而
是被迫离职。

特朗普 10日在其推特上写到：“我昨晚通
知博尔顿，白宫不再需要他的服务。我强烈反
对他的许多建议， 政府中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因此我要求他辞职，今天上午交给我（辞呈）。”

然而，这种说法遭到博尔顿反驳。他在推特
上回应：“昨晚我提出辞职，特朗普总统说，我们
明天再谈这个吧。”他致信《华盛顿邮报》等多家
媒体，澄清自己是主动请辞，而不是“被炒”。

关于离职方式的争论只是两人矛盾日深的
“冰山一角”。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刁大明认为，究竟是自己辞职，还是被炒，并
不重要。近几个月，博尔顿已处于被边缘化的状
态。 美国与塔利班谈判的代表连相关方案都不
给博尔顿过目； 特朗普 6月底与朝鲜领导人金
正恩在板门店会晤时，博尔顿被派往蒙古访问。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指
出，博尔顿被解职并不让人意外，他与特朗普关
系不睦、位子不保的消息已传了三四个月了。如
今只是“靴子”落地而已。值得关注的点在于，他
为何此时走人，而不是更早或更晚的时候。

有分析认为，博尔顿是国家安全“鹰派”，

持新保守主义的观点，“非黑即白”， 主张实施
“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被特朗普和一些阁僚
嘲笑为“战争贩子”。特朗普越来越难以忍受博
尔顿“战争鹰派”倾向和独特个性。“他一直积
极推动对伊朗动武，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就持这
一主张。这次博尔顿再进政府，表现出完成此
前夙愿、收拾伊朗的姿态，”吴心伯指出，在朝
鲜、委内瑞拉问题上也是一样。但这种极端鹰
派的政策，与特朗普眼下的利益诉求不符。

刁大明认为，一方面，近几个月来，博尔顿
与特朗普在中东、朝鲜半岛、委内瑞拉等诸多事
务上矛盾越来越深，离任趋势越来越强；另一方
面，随着竞选周期来临，特朗普急于在外交上取
得突破，博尔顿已被视为一个重要障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最新民调
显示，总统正处于危险的政治水域：支持率降
至 39%， 只有 36%的受访者认为他值得连任。

在 2020年大选日渐临近的背景下， 特朗普正
在审视自己乏善可陈的成绩单。 他希望与伊
朗、塔利班和朝鲜达成协议，他显然认为，如果
没有博尔顿，这样做会更容易。

两人世界观根本不同

美国一些媒体认为，终结两人“宾主”关系
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近日美国与阿富汗塔
利班举行的和谈。

特朗普一心希望在战争爆发近 18年后从
阿富汗撤军，甚至秘密安排了“9·11”纪念日前
夕在戴维营与塔利班方面会谈的计划。但博尔
顿是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的主要反对
者。他坚持认为，美国可以从阿富汗撤军，但没
必要与恐怖组织成员达成协议。一名前高级官
员表示， 国务卿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都认为，

博尔顿泄露了美国和塔利班代表在戴维营举
行秘密会议的内部讨论，导致特朗普政府处境
狼狈。上周末，特朗普通过推特取消了这场秘
密会议。美媒指出，博尔顿试图让自己看起来
不错，特朗普对这种想法感到愤怒。随着戴维
营会晤取消，特朗普与博尔顿的“婚姻”也终于
走到了尽头。

英国《卫报》认为，博尔顿并不是问题的所
在，他的老板才是，毕竟博尔顿是被特朗普招
进来的。英国天空电视台指出，特朗普与博尔
顿的本质分歧在于特朗普还是希望与朝鲜乃
至伊朗这样的敌手坐下来谈判的，他很享受这

个过程；可博尔顿很不喜欢这样，他更倾向于
直接动用武力干涉，颠覆这些政权。所以，两人
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认为，说到底，特
朗普和博尔顿的世界观根本不同。

刁大明指出，两人之间的分歧，体现了共
和党鹰派强硬的外交理念与特朗普急于兑现
竞选承诺、制定加分决策的本质矛盾。

“按理说，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特朗普的
幕僚，应该忠实地执行总统的意见。历史上，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与总统之间出现分歧的情况
不多。比如尼克松总统时期，他与国务卿罗杰
斯之间心存芥蒂，但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
格就很放心；在卡特时期，推动与中国建交的
事务也是交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负责，而不是国务卿。但博尔顿犯了大忌，他利
用担任幕僚的机会推动自己的政策主张，总想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总统身上。”吴心伯指出。

白宫混乱的又一迹象

博尔顿的离开会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什
么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博尔顿“被
开除”后，国际油价立刻出现“膝跳反射”式下
跌。因为市场预期随着博尔顿的走人，美国可
能会放松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制裁。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博尔顿的走人令世
界陷入战争的风险一下子小了很多。美国《时
代》网站称，它代表着特朗普总统任期的一个

转折点，可能让特朗普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来放
纵自己的鸽派本能。

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不到三年时间迎来
第四任国家安全顾问， 这一事态发展是白宫内
部和总统外交政策运作混乱的又一迹象。 除此
之外， 特朗普还炒了一位国务卿、 一位国防部
长、一位国家安全局局长、两位国土安全部长，

并失去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美国国家情报局
正副局长。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布雷特·布鲁
恩表示，“我们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极
度缺乏稳定和战略。这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来
说是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对手能够利用本届政
府不断出现的麻烦、动荡和转场。我们很可能
会看到更大规模的即兴外交的回归。虽然博尔
顿比大多数国家安全顾问更激进，但不像蓬佩
奥那种阿谀奉承的风格。”

在吴心伯看来，博尔顿走人会使极端鹰派
势力有所削弱， 当前几个特朗普关心的问题可
能会有进展，比如是否尽快跟伊朗开始谈判等。

刁大明则认为， 博尔顿的离开并不能让美国面
临的外交难题迎刃而解，比如阿富汗撤军问题，

如何推进这一进程仍有很多阻碍。 它反倒会让
人觉得特朗普政府的混乱，用人没有方向感，缺
乏理性、排除异己的倾向更加明显，一贯强调忠
诚度和执行力的用人标准变得更突出了。

《时代》周刊称，博尔顿的离开不会给美国
外交政策带来太多变化，因为它一直都在特朗
普的手中。

被驱逐的白宫“战争狂人”

作为美国“鹰派”代表人物，现年 70岁的
博尔顿毕业于耶鲁大学，曾是一名律师，被誉
为老练的官僚政治“拳击手”。他曾先后在里
根、 老布什、 小布什三届政府中担任重要角
色，到年逾古稀之时，被特朗普相中，于 2018

年 3月出任其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自他上任起， 质疑者就纷纷给他贴上
标签：“极端的好战分子”“鹰派中的鹰派”

“战争狂人”……博尔顿任职期间，特朗普
政府先后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约》 等国
际协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万国邮政联
盟等国际组织，在“单边主义”的偏道上越
走越远。

博尔顿任内还在涉华议题上多次发表
不负责任、捕风捉影、颠倒是非的言论，屡遭
我外交部发言人严词驳斥。

极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表
示， 随着博尔顿走人，“世界范围发生战争
（的可能性）都呈指数级下降”。

新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