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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和确定】

美国东部时间 1月 20日正午，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
任美国第 45 任总统，并发表以“唯有美国第一”为主
旨、以保护主义为主基调的就职演讲，“排外加民粹”的
浓烈基调相对于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来说有过之而无不
及。

“如果说有谁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竞选论调
还有任何挥之不去的怀疑，那么他在宣誓就职后马上就消
除了那些疑问。他发表的简短的就职演说也许是美国历史
上最仇外的。”英国《金融时报》这篇《特朗普在对世界说什
么？》的报道里指出，在现代史上的所有美国总统中，特朗普
上任时的支持率是最低的，比典型的新总统低了大约20个
百分点，而且显著低于奥巴马在卸任时的支持率。

“不好看”的不光是支持率，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媒体
毫不客气的批评，以及就职之后汹涌而来的抗议人群。或
许，目前看来，唯一“确定”的事实是“特朗普时代”将
会给美国以及世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正如美国

《华盛顿邮报》 所言，与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大部分人站在
同一个讲台上时，特朗普摒弃了大多数就职演说的诗意和
大气，而是发表了一篇檄文，其中“充斥着关于他打算带
来巨大变革的豪言壮语”。

恐怕特朗普将这些“豪言壮语”付诸行动的决心还不
小。老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特朗普宣誓就职后不
久，白宫就在官网上载一系列政策声明，阐述经济、军
事、贸易及能源等六大范畴的方针。

根据白宫的最新声明，这些奠定特朗普政府执政基调
的政策包括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新增 2500 万个就业岗位、
推动经济实现 4%的年增长、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等经济政策，以及冻结
卸任总统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推翻此前的气候和能源
政策等奥巴马时代的政策“遗产”。此外，特朗普政府也
宣布将要“重建”美国军队，增强反导能力，取消国会与
奥巴马政府对五角大楼开支的一些限制。

“特朗普誓言将毫无悔意地把美国利益置于优先地
位，这表明美国的政策将背离数十年来的国际主义，回到
一种较孤立的立场。”德新社称。

【想法自相矛盾】

按照英国 《每日邮报》 的说法，“美国优先”将成为
特朗普政府组织的核心原则。正如该报道引述特朗普在就

职演讲中所说的：“我们将遵
循两条简单的原则：买美国
货，雇美国人。”

然而，特朗普这份“豪
情壮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

上变为现实，恐怕前路还有待观察。
至少，目前特朗普的一些立场已经跟他的内阁成员有

不一致的地方。《金融时报》 称，比如在核扩散问题上跟
他任命的国务卿人选雷克斯·蒂勒森就存在意见不同，在
俄罗斯问题上与前军事将领、可能出任国防部长的詹姆
斯·马蒂斯也存在分歧。

“特朗普是既不想放弃维持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
权，同时又不想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包括对盟友的义务
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特朗普反复强调的“让美国
再次强大”其实就是国防和经济两个层面，即一方面减
税，另一方面扩张国防力量。可以说这两点主张本身就是
共和党的“老一套”，只是特朗普更加强化了这些主张。

现在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想同时落实减税与增加国防开
支这两点显然颇有难度。

“最根本的前提是先要让美国经济好转，通过减税刺
激经济活力，从而增加税收收入，这才可能让特朗普一边
要减税一边又要减轻国防开支带来的压力达到一个相对的
平衡。”袁征指出，从目前看特朗普的这套方案“很不现
实”，他本来的一些设想和承诺就是空想的，存在着内在
的自相矛盾，难以实现。

说特朗普“不现实”的声音还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巴
里·艾肯格林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就指出，“特朗
普拟通过适度扩大赤字支出可能实现的许多目标将被美联
储抵消，因为美联储还会再度加息。而国会两院对举债发
展基础设施是否支持、税收改革能否达
到预期效果都是未知数。”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指出了这
一点。他在日前达沃斯论坛上对彭博
社表示，“我个人确信他（指特朗普）将
失败，是因为指引他的理念本身自相矛
盾，这些矛盾已从他的顾问以及内阁人
选中体现出来。”

更别说特朗普还不顾经济全球化
的客观现实，妄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就
能重新“让工作岗位全部回到美国”，这
种空想主义的做法最终不仅有害于美
国经济，更会增加全球冲突的风险。

“特朗普现在看来决定施行旨在阻
遏贸易交换、限制资本和劳动力流动
的措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
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在法国 《回声
报》 上撰文称，如果特朗普真的施行

他的“美国优先”哲学，则意味着美国要转向孤立主义和
单边主义，它所执行的严格维护本国利益的政策可能最终
引发全球冲突。

“目前不确定性已达到顶峰。”索罗斯称。

【继续加深裂痕】

特朗普这套政策主张究竟会保持其尖锐性，还是会在
各种利益的斗争中渐渐“平庸”下去，目前仍是个未知
数。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套政策已经让美国社会的裂痕愈
发加大。

“欢迎来到美利坚分裂国”，《今日美国报》 报道称，
美国现在有两个国家：特朗普的美国和反特朗普的美国。

“此次大选留下的伤痛没有愈合。新总统来了，民众之间
的分裂和隔阂却没走。”该文章说。

以往的美国新总统都会在弥合竞选所造成的社会分裂
方面下大力气，但是特朗普好像并不急于这样做。

“目前来讲，美国社会的分裂有可能会加剧。”袁征指出，
关键一点还是在于美国经济能不能找到新的源动力，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让大多数的美国人取得更多收入，从而减少
对特朗普的争议。“除此之外，价值理念的争议短期来看也是
没法协调的。美国社会目前的主流价值观之间也存在着越
来越激烈的左右之争，特朗普加剧国内意识形态矛盾的做法
显然也会让自己的执政生涯‘前路漫漫’。”袁征说。

“在当今时代的每个重大问题上——移民、恐怖主
义、气候变化、社会不公，美国公民都尖锐分歧。特朗普
必须证明，尽管在选战中他也许扩大了这些分歧，但作为
国家领导人他能够弥合它们。这是他面临的巨大挑战。”

《金融时报》发表社评称。
问题是，这一次“特朗普主义”能成功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立刻就有了行
动。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安倍晋三强调，日美同盟关系是

“不变原则”，日本将致力于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尽快举行首脑
会谈。然而，因美方的日程安排，曾定于本月27日进行协调的
日美会谈拟推迟至2月。

急于表现

共同社报道称，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院全体会议
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安倍晋三指出，今年多国领导人选举交
接或将使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在外交上关键是要“保
持定力”。他强调，将与共享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观

的国家携手合作，同时提出日本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将
构建基于公平规则的21世纪经济体制。安倍称，“将站在世界
中心尽到责任”。

有分析认为，日本所指的“共享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
价值观的国家”其实就是美国。在美国处于总统交接的敏感时
期，安倍晋三如此表态另有深意。

“日本安倍如此急于‘表白’，实际上是想和特朗普政府套近
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日本想通过先声夺人的方式，让特朗普政府尽快确认美日
联盟的方针，促使特朗普政府继续沿着旧有的美日政策框架体
系，来加强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以促进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合作。

步步为营

日本想拉拢特朗普的心思由来已久。据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除了本次演说，安倍还曾在本月6日与前美国副总统拜
登举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就日美同盟已变得比以往“更为牢
固”达成了一致。此前，安倍晋三还曾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后，第一时间赶往美国表“诚意”。

对于日本今后会如何巩固日美关系，周永生表示，日本巩
固日美同盟关系可能会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来着手。从

政治方面来讲，日本可能要继续追随美国脚步，来加强一种表面
上的平稳关系；在军事和安全方面，日本可能会抓住特朗普胃
口，采购美国武器，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合作。“经济方面，安倍政
府仍然想让特朗普回心转意，尽可能让美国回归到 TPP 中来。
最终美国是否会彻底退出TPP，还有待观察。”周永生称。

然而，对日本的“诚意”，特朗普目前还不买账。尽管特朗普
在就职演讲中并未提及对日美同盟关系的态度，但特朗普政府
仍可能要求日本增加美军基地负担的法外要求。共同社称，以
本月27日为主进行协调的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也因特
朗普的日程安排而被推迟至2月上旬以后。日本外交消息人士
失落地表示：“不得不说，在特朗普的心里，日本的优先度较低。”

挑战重重

未来，日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还面临巨大的挑战。日本
《东京新闻》 近日在社论中表示质疑安倍的外交政策。文章
称，日美关系诚然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但将日美同盟拔高
成“不变的原则”，将减少日本的外交选项。日本应探索灵活
的外交政策，不应过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

同时，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地区政策的不确定性，让日本捏
一把汗。美联社报道称，安倍迫切想要与特朗普会面，反映出
日本担心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会影响美国对亚洲地区的
承诺。

未来，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政策的变化，将为日美同盟关
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周永生认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
府对亚太地区的政策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有三种
可能性选择，第一是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感，这是日本
最期待的；第二种是收缩对亚太的政策，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
到的；第三种是维持现状，但这种选择可能性不大。

“总的来说，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可能性比较大，
这一点会很符合日本的心愿。”周永生表示。然而，美国是否
会接受日本的“一片真心”，还将拭目以待。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新官上任三把火

“特朗普主义”能走多远？
本报记者 宦 佳

恐怕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在上任的第二天就要面对
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声音。

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当天华盛顿就上演
了示威骚乱，警方逮捕200多人；21日，更有数十万女性在
美国及世界各地抗议示威。“未来或许是一个美丽新世界，
但也可能是个可怕世界。”英国《金融时报》的感叹道出了
美国民众当下内心的迷茫。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特朗普 （左） 与奥巴马在美国
第45任总统就职典礼上握手。 新华社/路透

11月月2020日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特朗普特朗普 （（左左）） 与奥巴马在美国与奥巴马在美国
第第4545任总统就职典礼上握手任总统就职典礼上握手。。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数 字 天 下

▶27人

据印度媒体报道，21 日深夜发生在安得
拉邦的列车脱轨事故已造成27人死亡，100多
人受伤。这辆快速列车从杰格德尔布尔开往
布巴内什瓦尔，21日晚11时左右途经安得拉
邦一火车站附近时发生脱轨事故。除牵引机
外，列车行李车厢、2节普通乘客车厢、2节
卧铺车厢等脱轨。当地政府已派出近 10辆救
援车前往事发地展开救援。事故原因尚在调
查中。列车脱轨事故给当地铁路运行带来一
定影响。当地铁路部门说，途经事发地的3辆
列车被取消，另有8辆列车调转方向。当地部
门安排了 20 辆大巴将滞留旅客送往目的地。
印度铁道部官员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已派
人前往事发地指导救援工作，将对事故受伤
人员家属提供慰问金。

▶16名

匈牙利政府21日宣布本月23日为全国哀
悼日。当天，匈牙利总统阿戴尔和总理欧尔
班分别就此发表声明。阿戴尔在声明中说，
我们对 20日午夜在意大利北部一起车祸中遇
难的 16名匈牙利人表示哀悼。欧尔班在声明
中说，在此艰难时刻，我与因这一悲剧受到
打击的家庭和朋友一起祈祷。欧尔班还表示
已责令匈牙利有关部门尽力查清车祸原因。
据悉，20 日午夜，一辆载有匈牙利中学生的
大巴在途经意大利维罗纳市附近高速公路时
撞上桥墩并起火，造成 16 人死亡、26 人受
伤。他们是结束在法国的滑雪冬令营后乘车
返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途中遭遇车祸的。

▶8级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 22日消息，巴布亚新
几内亚潘古纳以西地区当天发生8级地震，太
平洋海啸中心已经发布海啸预警。美国地质
勘探局的消息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2日
15时30分 （北京时间22日12时30分），震中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潘古纳以西 40 公里处，
震源深度153.8公里。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报告。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中心
在其发布的海啸预警中则说，其震级为 7.9
级，震源位于所罗门群岛。（均据新华社电）

图为 1 月 22 日在安得拉邦拍摄的火车脱
轨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图为 1 月 22 日在安得拉邦拍摄的火车脱
轨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1 月 21 日，人们在布达佩斯悼念车祸中
的遇难者。德莫特尔·乔鲍摄 （新华社发）

安倍施政演说急欲向美表“忠心”
王世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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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叙利亚总理伊
马德·哈米斯说，对于将于 23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举行的叙利亚和谈，叙政府欢
迎任何有助于恢复叙利亚和平
稳定的倡议。

大图：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人们在街道上行
走。

小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
斯塔纳市中心景象。

新华社/法新

11月月2121日日，，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不到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不到2424小时小时，，美国华盛顿美国华盛顿、、纽纽
约约、、芝加哥芝加哥、、洛杉矶等多地爆发大规模妇女大游行洛杉矶等多地爆发大规模妇女大游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殷博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