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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被指八次施压乌克兰总统调查拜登儿子，辩称美国舆论炮制假新闻“猎巫”

特朗普刚出“通俄门”又进“通乌门”？
■本报记者 安峥

刚刚摆脱“通俄门”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
普，又会陷入“通乌门”吗？这是美国舆论最近
两天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周末，多家美媒报道
称，美国情报官员举报，特朗普曾在 7 月与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 8次施压，敦促其
调查 2020年大选民主党热门候选人拜登的儿
子、曾在乌克兰公司担任董事的亨特。

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一些民主党人认定，特
朗普动用总统公权施压外国领导人为竞选连任
谋私利。有美国网友认为，拜登的“神秘面纱”被
揭开， 其与乌克兰的关系不可言说。 特朗普怒
斥，这是乌克兰版“猎巫行动”。美国《华盛顿邮
报》称，乌克兰人也很郁闷：我们不是华盛顿的
优先方向，为何再次卷入华盛顿的竞选丑闻？

引发诸多疑团

这枚“乌克兰炸弹”是在上周四进入公众
视线的。当时《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一名情
报官员向情报监察长举报，总统曾在与一位外
国领导人通话时作出一项不明“承诺”。随后，

多家美媒跟进称：这名领导人为乌克兰新总统
泽连斯基， 特朗普 7月 25日在一通电话中敦
促其调查与前副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有关的乌
克兰公司。《华尔街日报》称，在 7月的通话中，

特朗普大概 8 次要求泽连斯基与总统私人律
师朱利安尼进行合作调查。

这则消息牵出诸多疑团。首先，特朗普为
何要兴师动众地调查前副总统儿子所在的外
国公司？《纽约时报》称，这家公司名为“布里斯
马”，是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天然气公司。从 2014

年起，时任副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获任这家
公司的董事， 月薪高达 5 万美元。 美国 Buzz

Feed网站称，种种迹象表明，亨特得到这份工
作，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姓氏，而不是能力。换言
之，可能会有幕后交易。这可能是特朗普揪住不
放的一个点。更重要的是，2016年初，拜登访问
乌克兰时敦促乌政府解雇总检察长肖金， 据称
肖金一度领导对布里斯马公司的调查。 在那次
访问中，拜登“威胁”称，美国将保留给乌克兰的
10亿美元贷款担保，除非肖金被解职。最终，肖
金如期去职。特朗普认为，拜登此举涉嫌腐败，

利用职权为儿子谋利、助其躲过牢狱之灾。

“在现代政治中，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只有
研究对手缺点才有意义。 特朗普将拜登视为
2020年大选中的最大威胁。因此，调查亨特在
乌克兰的商业交易，应该说是公平的游戏。”美

国 Buzz Feed网站称。

但问题又来了，特朗普是否为了寻找有利
证据“不择手段”？《华尔街日报》称，总统不仅
在电话中远程要求乌克兰总统展开调查；今年
8月， 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还在西班牙与
乌克兰高官举行会晤，面谈调查前景。巧合的
是，在那次会面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审查对乌
克兰的 2.5亿美元援助。 美国 Vox网站称，2.5

亿美元援助本应拨给乌克兰，但下拨行动被推
迟了。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总统拿这笔援助
当杠杆，旨在说服乌克兰调查拜登。

对于这起“丑闻”，美国舆论意见分化。特
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这是有人给特朗普 “栽
赃”； 特朗普的反对者认为， 这不仅是特朗普
“抹黑”对手的问题，还涉嫌操纵外交政策，为
自己谋利。《华盛顿邮报》认为，有关这通电话
的描述是特朗普试图利用总统权力、敦促一名
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外国领导人为其竞选连
任提供有利材料的最明显证明。他涉嫌向俄罗
斯邻国索取政治弹药。美联社则认为，特朗普
并没有提到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这表明他没
有提出明确的交换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
明认为，如果举报属实，特朗普的做法确实违
反《联邦选举竞选法》等法律，民主党恐怕会推
动进入司法程序。但这起事件有很多耐人寻味
的细节：举报人是否有总统通话的铁证？举报
人为何爆料，忠于职守还是另有所图？这则消
息对民主党有利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
指出，乌克兰方面有求于美国，希望得到美国
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也
不足为怪， 但是， 这则消息仍有不少疑点。其
一，消息由《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媒体爆
出，众所周知，除福克斯电视台外，几乎所有主
流媒体都与特朗普关系不睦。其二，总统通话
属于高级别机密，举报非同小可，这名情报人
员究竟是何身份？

弹劾风声又起

“他们试图将拜登的丑闻变成特朗普丑
闻。”特朗普 21日连发数条推特，怒怼美媒炮制
“假新闻”。22日，特朗普又话锋一转，似乎承认
他在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提到拜登及其儿子亨
特。他告诉记者，两人的谈话“主要关于祝贺、关
于腐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比如副总统拜登
和他儿子，助长乌克兰已经存在的腐败”。

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力挺总统，

22日呼吁美国司法部发挥作用，“应该像研究
特朗普与俄罗斯的联系一样，研究拜登与乌克
兰之间的联系”。

反观另一方，当事人拜登同样作出强烈回
应。他 20日表示，如果报道属实，“那么总统滥
用权力且毫无底线”，总统这么做是因为“他知
道我会让他一败涂地”。不过，拜登回避了有关
其儿子在乌业务的问题。

民主党人自然是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

鞭子。《华盛顿邮报》称，一些资深民主党人再
次提出弹劾听证会事宜，要求总统解释自己的
行为。《洛杉矶时报》称，众议长佩洛西 22日要
求将调查申诉递交给众院情报委员会，同时安
排代理国家情报总监马圭尔周四受询。《纽约
时报》认为，民主党人已经浪费了一长串机会：

没能利用色情明星封口费事件扳倒特朗普、没
能给他扣上“通俄”的帽子、也没能告他妨碍司
法公正，这次也许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理由。

对此，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
措辞谨慎：如果有关总统向外国政府施压以帮
助自己竞选连任的怀疑属实，国会将不得不权
衡弹劾这项非同寻常的补救措施。“这种事发
生在宫廷小丑身上是一回事，发生在未来国王
身上就是另一回事。”

刁大明认为，这起丑闻曝光，乍一看是民
主党捡到“一把枪”，但事实上并不是。对于拜
登来说，同样不是好消息，他与乌克兰的关系
正被放在舆论的放大镜下。

《纽约时报》等美媒指出，拜登一直不想把
家人置于总统选战的聚光灯下；他与乌克兰关
系也颇为敏感。他不仅是奥巴马政府处理乌克
兰事务的核心人物，也在任职期间大肆宣扬乌
克兰天然气行业的潜力。美国国内鲜少有人相
信，乌克兰接近亨特是因为他的才华。有美国
网友评论， 特朗普对拜登的怀疑有一定道理，

“通俄”调查牵出了小特朗普，拜登的儿子当然
也应受到审视。

“民主党肯定想借此事推进打击特朗普，

但又不宜炒得过热， 因为随着弹劾程序的推
进， 拜登恐怕不得不说清楚他与乌克兰的关
系。在这个问题上，拜登可能并没有违法行为，

但很难说亨特没有商业伦理方面的问题。到时
候，民主党人可能没把特朗普拉下马，反倒把
拜登拖下了水。”刁大明判断道。

袁征认为，民主党一直想启动弹劾，只是
在什么时机、以什么路径，内部仍有分歧。有部
分人认为，就算不成功，也要通过弹劾听证把
特朗普“搞臭”，让他疲于招架；而另一部分人
认为，弹劾很可能“搬石砸脚”，不仅激起特朗
普支持阵营的愤怒，也增加中间选民对党派政
治的厌倦感，以及对民主党的反感。因此，民主
党党团一直在评估利弊，不想轻易作出决定。

美国 Buzz Feed 网站称， 这起事件堪称
2016年大选和之后所发生一切的综合体，它提
醒人们过去几年有多疯狂。可以想见，特朗普
会不断被追责， 也会一如既往地火上浇油。他
会让拜登—乌克兰问题一直留在新闻里，这也
是他想要实现的竞选效果。

乌克兰的“外交灾难”

■本报记者 安峥

乌克兰方面 21日否认了特朗普在与泽
连斯基的通话中向后者施压。

外界认为，无论如何，这则丑闻都让特
朗普与泽连斯基原定于周三在纽约联大举
行的首场会晤蒙上阴影。有评论称，这场会
面可能会让美乌关系的窘迫达到顶点。在此
之前， 乌克兰方面已经为促成会谈努力数
月，希望以此展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乌克兰卷入焦土战场
有评论认为，在特朗普时代，乌克兰似乎

有着特殊的影响力。3年前，特朗普前竞选团
队经理马纳福特因收受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
维奇高额酬劳、 为其进行政治游说而被迫离
职， 随后便因税务和银行欺诈等罪行获判入
狱 7年。3年后，特朗普试图让乌克兰领导人
调查拜登家人， 在基辅发生的事件又会改写
美国的政治命运吗？乌克兰人自问：为什么他
们又被拉进特朗普与其对手的焦土战场？

美国政治分析人士迈克尔·波恩鲍姆称，

如果说亚努科维奇时代的终结赶走了包括马
纳福特在内的美国顾问们， 那么如今这场骚
乱正让其他一些华盛顿关系户浮出水面，比
如亨特·拜登。当然，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是我们与美国关系的外交灾难。”基
辅智库新欧洲中心主任阿廖娜说，目前还看
不出有什么办法才能从中逃脱。

美式民主的讽刺
《华盛顿邮报》称，外部因素姑且不论，

再一次，特朗普政府暴露出美国民主体系的
脆弱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认为，这个脆弱性体现在，尽管美国号
称奉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总统权力仍
是不可控制的。国会似乎很难对总统出人意
料的举动作出制衡，而这种举动很可能改写
美国 2020年大选的走向。可见，在碎片化的
党争体系下， 总统权力独大已是不争的事
实。特朗普行使权力的独特方式，已经成为
美国三权制衡的巨大挑战和讽刺。

5月 18日，美
国前副总统、民主
党人乔·拜登在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举行的集会
上发表演说。

美国广播公
司日前援引民调
数据报道，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威
斯康星和佛罗里
达 3 个关键州的
民意支持率落后
于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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