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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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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岩

大猜想

滕红真
再过几天，时光就走
到了 !"#$ 年。时光行进的速度
正如朱自清那篇散文所写，“洗手的
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
双眼前过去。”世界上任何事的结果都难有
标准答案，这十几位专家用他们几十年的
专业素养提供了看待问题的各自独特的
视角。在感谢他们劳动的同时，我
们更感谢他们答复里呈现的智
慧光点。

猜想一：欧元会“退隐”吗？
判断：小概率事件

判断：可能性不大，
除非特殊事件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民： !%&! 年底 '() 的推出，既有
巩固经济复苏势头的原因，也有为即将面临的“财政悬崖”争取时间的
考量。
!%#$ 年，美国将继续执行既定的货币宽松政策，即每月买入 *+"
亿美元更长期限的美国国债和 ,-.，同时只要失业率高于 /0+1 且通胀
预期不超过 !0+1，美联储将继续维持当前的低利率。将利率与失业率、
通胀预期挂钩，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但是，美联储并没有把 '( 与
失业率、通胀预期挂钩， '() 的成本和收益尚待评估。并且 '() 宣布
后，市场反应平淡，其作用和效力有限。在 !%#! 年已连续推出两轮量
化宽松措施后，市场也需要进一步消化和吸收。因此， !%#$ 年美
国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要推也会在下半年的
晚些时候，除非美国经济出现大的滑坡和特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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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二：1、2、3、4：美元到底要Q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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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德、法轴心
以及大多数欧盟的成员国最终会在解决欧债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
各种方案中找到妥协的办法。可能的前景是，欧元区国家的财政主
权将受到不断完善的财政纪律的制约，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将向某种
形式的财政联盟或欧元区经济政府的方向发展。
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教授张连城：欧债危机还没
有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从短期看，欧元区国家都还具有解决债务
危机的动力。“欧债危机源于欧元体制自身的缺陷。现行欧元体制
是假定经济处于良好运行状态而设计出来的。从长期看，如果不能
解决欧元体制的缺陷，欧元崩溃和欧元区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叶
海林：印度的实力不足以支持新德里的全球梦想；
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连接性也没有达到印度必须
全面介入太平洋事务的程度，
下决心投入巨大成本
去竞逐一个没有明确收益的目标是否值得，
印度决
策层正在考虑；
西太平洋地区部分国家欢迎印度对
地区事务的参与更主要是基于外交平衡考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峰君：印度东

进太平洋战略已取得
重要进展。现今印度与东盟
已经确定将双方关系升级为“战
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 ， 在军 事领
域，印度海军正从当前的“近海防御”和
“区域威慑”战略转向“远洋进攻”战略，正把
海军活动范围从印度洋扩大到太平洋乃至全球
各大洋。海军发展战略专家称印度欲控制半个
太平洋。印度太平洋战略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不谋而合，也恰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的利益需
要一致。

猜想三：巴沙尔政权还能撑多久？
判断： 僵局破解需内外配合

猜想七：美国会打伊朗吗？
判断： 掣肘因素多，可能性降低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沈丁立：美国总统的连任已不再
牵制其对伊决策，但其他因素仍
然存在。国际社会对伊朗的金融
与能源制裁已逐步显现成效，伊

朗民众对本国政府的 支持
亦将更多松动，这将在新
年中牵制伊朗当局采取继
续强硬 的姿态。维持核计
划并避免战祸，符合 伊朗
的利益；以非军事手 段阻
碍伊朗推进核计划，仍将
是西方首选。因此，伊朗做出局
部退让以实现与其对立面的双赢
从而避免战争，将是人们对这个
问题的理性展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猜想九：
拉美会不会调头向右转？
判断：

猜想八：巴以和平曙光何时现？
判断： 和谈难成优先项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
员殷罡：以色列于 !%%+ 年未经
谈判单方面全部撤出加沙，但犹
太定居点人口房屋建设有所增
加，未来撤退难度加大。在巴勒
斯坦内部，哈马斯于 !%%4 年通
过内战夺得控制权，但未得到国
际承认。在巴勒斯坦内部没有实现
巴 以 冲
统一、外部干涉没有被遏制的情况
突中的儿童
下，和平进程不可能取得进展，目
前的复杂局面还会持续下去。
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一场准战
争，巴勒斯坦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员国”，是巴方试图摆脱
巴勒斯坦问题被长期忽视的军事和外交努力，但巴以和平进程
依然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阶段性命运。中东其他热点现在是世
界焦点，巴以争端本身的复杂和敏感也决定了巴以和谈难以成
为优先选项，即使恢复和谈，也难以实现突破。

什么叫世界末日，你把房子卖掉、现金花光、
信用卡刷爆、向老婆坦白所有婚外情……准备不
留遗憾地过完 #! 月 !# 日，结果却发现 !! 日的太阳
照常升起……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则末日笑话。真的有人相
信末日来临？末日套餐、末日船票……花样百出的
末日产品让人目不暇接，不过，相信这些产品的大
部分消费者不过是趁机娱乐一把。
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通过猜想探究未
来。#4)!年，哥德巴赫猜想推动了数学界有关素数
的研究，哥式猜想以简洁、神秘让人们想入非非。
!%%% 年，美国克莱数学研究所列出 4 个“千禧难
题”，其中包括庞加莱猜想、黎曼猜想、霍 奇猜 想
等。或许，对于猜想而言，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

究员李绍先：美伊之间将有一番
新的恶斗，
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
性不能排除，波斯湾局势难以平
静，并严重影响国际石油市场形
势。美国打伊朗的可能性较!%##、
!%#!年反而降低了。原因有二：一
是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决心
已定，
目前中东乱局对之构成严重
牵绊；二是政治伊斯兰化趋势强
劲，已成以色列面临的最紧迫现实
威胁，
来自以色列迫美对伊动武的
压力明显减轻。

左翼强劲，中间崛起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在
委内瑞拉的总统和州长选举中，执政党都获大胜。
这一胜利无疑鼓舞了拉美左翼的士气，使拉美政治力
量的对比继续向有利于左翼的方向发展。
从目前情况来看，
大多数左派执政的拉美国家政局
相对稳定，
执政地位比较巩固。!%#$年，
厄瓜多尔、
巴拉圭
和洪都拉斯等国将举行大选。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被舆论
认为很可能是未来拉美左派的领军人物。如科雷亚顺利连选
连任，
无疑将有利于拉美左翼力量的发展。巴拉圭和洪都拉斯
左翼力量会在这两个国家选举进程中取得一定的进展。
目前拉美国家出现了执政的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政策向中
间靠拢的现象。如被认为是左翼的秘鲁乌马拉政府的政策与其
前任人民党加西亚政府，被认为是右翼的智利皮涅拉政府与其
前任、社会党巴切莱特政府的政策差别不大。

!滕红真

猜想
让思考丰满

的是闪光的思维过程，猜想使思考变得丰富。
猜想起于一点，却又将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
空间，在充实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能帮助人们认清
自己和这个世界。
公元前 $%% 年，古希腊博物学家狄奥弗拉斯特
预言，人类活动会对气候产生影响。如今，该猜想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僵局解决的最佳
办法是，反对派形成统一力量，在国际斡旋下，对巴沙尔
网开一面，实现政治解决，巴沙尔本人得以体面下台、流
亡。否则，叙利亚将陷入更持久更血腥的战乱。相关各国
都无意深度介入。至于阿萨德家族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反
对派能否配合政治解决尝试。
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随着反对派形成统一的全国联
盟并且得到阿盟、欧盟和美国的外交承认和经济、军事援
助，巴沙尔政府图存的外交空间和战场空间将被进一
步压缩。如果大国较量保持原有态势，巴沙尔或许能
坚持到 !%#) 年任满下台，如果俄罗
斯近期放水，则战场形势会在明年上
半年清晰。 总体 上说， 如此 内外交
困、实力有限的中东国
家，能够
保持政权
不倒，似
乎还没有
先例。

猜想四：
日本“皇军”是否会再现？
判断：

修宪或将列入议事日程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
在近期日本大选的当选议员中，支持修宪的占
*21 ，比 !""2 年当选议员中支持修宪的议员增
加 )"1。安倍晋三执政后很可能把修宪列入议事
日程。根据日本宪法第 2/ 条规定：修改宪法需
要得到日本国会众参两院 !3$ 以上议员赞成，并
得到国民投票者 +%1以上赞成。目前自民党、日
本维新会等加起来，在众议院已获足够多数，但
在参议院不足。因此，自民党首先要争取明年 4
月参议院选举取得 !3$ 以上的议席，然后联合维
新会等提出修改宪法第 2/ 条，只要获得国会众
参两院一半以上议员的支持就可以修宪。这等于
只要是执政党就可任意修宪，从而为修改宪法第
九条铺路。日本不会马上滑向二战时期那样的军
国主义，但一旦宪法第九条被修改，就可能增大
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性。

猜想五：俄罗斯试图建立新华约吗？
判断： 基础已经不存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玉荣：面对美国和北约的
挑战，俄罗斯一方面加快了军事现代化步伐，一方面加紧经
营独联体军事一体化来应对来自北约集团的威胁。 !%#! 年
独联体国家还集体发声，表达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意愿。但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组建新华约抗衡外部压力。因为
俄罗斯深知，军备竞赛摧垮了强大的前苏联。今天若想
真正有效抵御北约威胁、巩固在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
力，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振兴经
济。为此，俄正加大力度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
## 月 2 日 ， 美 军 入 驻
设。此外，即使俄罗斯试图建立新华约，其他
波兰，拉开驻军“华约”序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也未必追
幕。
随。 !% 年独立的经验证明，奉行大国平
衡政策才真正符合他们的利益。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邢广程：俄不会组建
华约。北约和华约本身是冷战时的产物，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
华约已经解散，北约也应解散，但是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还不
断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是，像集安组织更
多的是为了解决独联体内部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抗衡
北约。此外，俄罗斯不可能组建新华约的原
因包括：冷战条件已经不存在、俄罗斯现在
也没有这个能力、虽然俄罗斯对北约
不满，但是也在谋求与北约的
合作并发展关系。

早已变成现实，气候谈判也已
走过 !% 年风雨路，尽管谈判进程
艰难，人类仍在做着应对全球变
暖的努力。
猜想帮助人们提早做 出应 对，
思考后的切实的行动更能助力人们克服
前行路上的困难。
现在，不妨来猜想一下，!%#$ 年谁会再次
闪耀，跳出更多的“江南56789”？谁会创造出新
一代苹果产品？谁又将点燃世界各国人民的
愤怒、忧伤与喜悦？
猜想，反映着人们的思考，更包含着人们对
未知的期许。 !"&$ 年，世界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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