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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上台之时，
英国 《金融媒体》 就曾直言，他所提出的“美国
优先”看上去颇有“美国独行”的意味。此后近
一年间，特朗普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的诸多举措
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
进入 12 月，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 《移民问
题全球契约》 制订进程、参议院通过税改法案、
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移民限制令全面生效……一
系列来自美国的新闻不断冲击国际社会，让人们
看到一个因为本国优先而正变得更加“自我”的
美国。

张大成

内政外交更内向化
美国又“退群”了。
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决定不再
参与联合国主导的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的制订进程，称
其“损害美国主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表示，
美国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对移民和难民给予“慷慨”支
持，但“我们的移民政策必须始终且仅由美国人决定”。
这已不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退出国际多边机制。今年
1 月，特朗普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宣布美
国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6 月，特朗普
又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称这一协定是“糟糕
交易”；10 月，特朗普再次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并将矛头指向会费缴纳问题。
对于美国的第 4 次“退群”，联大主席米罗斯拉夫·莱
恰克表示“非常遗憾”，并强调没有国家能在移民危机中
独善其身，也没有国家能在移民问题面前独当一面。
几乎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国内获得了他上任以来最可
观的一张成绩单。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美国参议院以 51 票
比 49 票通过税改法案，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离完成美国
30 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计划更近一步。
据悉，此前美国众议院已经以 227 票对 205 票通过税
改法案。由于目前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的税改立法版本在内
容上仍存在差异，因此从 12 月 4 日起，参众两院需要协商
妥协达成一个共同版本，再进行表决。分析认为，如果不
出意外，特朗普可能在元旦之前签署税改法案。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美国公司税率最终或将从 35%大
幅降至 22%。此外，遗产税、奥巴马医保税、替代性最低
税将被废除。特朗普政府力推这一税改法案的目的非常明
确，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近来特朗普政府让国际社会看
到的是一个更加注重本国利益的美国。如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孙成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
言：
“ 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特朗普政府更加注重美国自身的
发展，更关心如何‘纠偏’，将过去损失的东西拿回来。”

为让美国再次强大
事实上，从对外接连“退群”，到对内力推税改，特
朗普政府这些举措的背后是一个相同的立场——让美国再
次强大。这是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就提出的承诺，也成为他
上台之后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基本出发点。
为了兑现这一承诺，“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最

今 年 以 来 ，“ 伊 斯 兰 国 ”
逐步丧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所控制“领土”之际，其外
溢效应不断冲击欧美和亚非
多国。近一年来，不仅针对
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呈上升
趋势，在土耳其、沙特阿拉
伯、科威特、突尼斯、肯尼
亚、巴基斯坦、阿富汗、菲
律宾等国，重大恐袭事件也
时有发生。
应该看到，在“伊斯兰国”
走衰的同时，其他恐怖势力或
重新抬头。
“ 基地”组织在印度
次大陆、阿拉伯半岛等地区趁
机发展，
“ 努斯拉阵线”在叙利
亚、也门也维持着相当的影响
力和战斗力，而“博科圣地”、
索马里青年党等组织频繁发
动袭击，对非洲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
从自杀式爆炸袭击到攻
占城市，从随意发动袭击到
充分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型
社交媒体招募人员、鼓动袭
击、筹集资金、协调行动，
还充分利用反恐国家之间的
利益分歧以及由此造成的力
量真空藏身坐大，恐怖主义
的运作方式和策略不断换代
升级，对各国反恐能力提出
严峻挑战。
“后‘伊斯兰国’时
代 ”， 国 际 反 恐 形 势 依 然 严
峻。“伊斯兰国”的地盘虽然
已经丧失，但其领导机构和大部成员并未消亡，
其代表的极端主义思想仍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渗
透，未来仍可能催生新的恐怖主义形态，国际社
会对此应有充分准备。“伊斯兰国”旗号的号召力
仍在，其外窜骨干正试图与各地本土恐怖组织联
手，伺机卷土重来，跨国性更趋明显。
打击恐怖主义，各方都在行动。中东地区反
恐战争取得重大战果，欧洲国家相继提升安全威
胁等级、延长紧急状态法案，国家间纷纷加强反
恐合作。今年 6 月，联合国重组反恐架构，设立联
合国反恐办公室。不久前，沙特召集“伊斯兰军
事反恐联盟”峰会，提出其目标是“追击恐怖主
义直至其从地球上消失”。
加强反恐合作已成国际共识。恐怖主义是人
类公敌，全球反恐形势错综复杂，任何一国都无
法凭一己之力根除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只有树立
命运共同体意识，打造多渠道务实合作，构建全
方位国际反恐网络，同时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尊重文明多样性，才能使极端思想无人接受、恐
怖分子无处遁形、恐怖主义无法生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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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图为日前，警察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巡逻。12 月 2 日凌晨，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大规模减税法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常祭出的大旗，这在其外交政策中尤为明显。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认为，特朗普此次做出不参加全球
移民协议制订的决定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特朗普对包
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组织及多边协议兴趣索然；另一方
面，他原本就对外来移民入境持负面看法，并几次收紧美
国移民政策。这次更为明显地反映出特朗普的“美国优
先”理念，即凡是不符合美国眼前利益的，就加以拒绝。
“特朗普在内政方面同样遵循这一主张，包括在安全
层面加强移民管控，在经贸层面推动税改法案、医改法
案，以及之后可能做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把美国摆
在第一位。”孙成昊说。
特朗普政府此次力推税改法案，同样与“美国优先”
不无关系。根据特朗普的减税方案，未来 10 年将减免税
收大约 1.4 万亿美元，这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显著的刺激作
用。特朗普还曾表示，这次“史上最大幅度的税改”，目
的是要让美国更加具有竞争力，并为中产阶层减轻负担。
“目前，美国的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能在全球化过程中
配置资源，规避美国的高税收政策，但是那些中小企业和中
产阶级却是受损者。特朗普此次推动减税，一方面是吸引
大企业回流，另一方面是减轻那些不能赴海外发展的中小
企业的负担，是对美国本土中产阶级的优先。”中国人民大
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说。
据悉，跨国企业的巨额海外游资如何回归本土，支持
美国“再次强大”，这也一直是此次税改的焦点问题之一。
事实上，特朗普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对外展
现的经济民族主义都是“美国优先”的直接体现。
“过去，美国非常强调国际责任，也非常强调维持美
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美国认为，美国的利益不仅在于自
身，还在于维持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秩序的稳定。不过现
在，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相对于美国本土自身的利益，国
际利益和全球秩序已不是最重要的。”李巍说。

或有美国孤立风险
“美国优先”论之下，美国是否将更“内向化”，引发

国际社会的担忧。
如今已经显露迹象的是，更加“自我”的美国带给世
界更多不确定性。一些分析认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税收政
策调整的外溢影响不可忽视，世界范围内可能因此兴起新
一轮减税潮。而美国一系列“退群”选择也让人们担心，
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正在滑向“美国孤立”。
先寻求美国自身获利，这样才能为今后美国的全球地
位提供基础，这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目前的行事思路。不难
预见，未来，因为“美国优先”，特朗普政府还有可能再
次“退群”。可是，这样的路径是否真的能让美国再次强
大？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刊文直言，特朗普关于“美国
优先”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论调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文章指出特朗普可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全球伙伴关
系实际是美国力量和影响力的倍增器。此外，全球经济和
政治力量的结构性改变也限制了美国实现目标的能力。
据悉，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一项涵盖 37
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公众对美国总统的信任程度
急剧下降，这在美国最亲密的欧洲盟友、亚洲盟友以及邻
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尤为明显。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此前
公布的民调则表明，在所有美国人中，今年对“美国优
先”政策的支持不及去年。
“特朗普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全球化时代美国发
展失衡的正确‘药方’。目前，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内发
展高度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以及阶级对立。特朗普试图
通过减税让塌陷的中产阶级重新崛起，又想通过限制移民
解决这一群体没有真正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但这些恐怕
都只是短期措施。”李巍说。
孙成昊也认为，特朗普目前仍然沉迷于兑现竞选时期
做出的承诺，而未具备一个全球视野。“短期内，美国可
能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获得一些好处，但长期来看，美
国的全球影响力、盟友伙伴国对美国的信任都会受到负面
影响。世界主要经贸国之间可能因为以邻为壑的心态出现
更多争端和纠纷，全球治理领域也可能出现权力真空。”
很明显，一个更“内向”、更“自我”的美国，它所
获得的将远不及它所失去的。

全球恐怖威胁仍严峻

“美国优先”让美国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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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
俄罗斯司法部官方网站 12 月５日发布消
息，确认包括美国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
电台、“现在时间”电视台等９家美国媒体为
“外国代理人”。
俄司法部网站消息未宣布将对这９家媒
体工作人员采取哪些措施。据今日俄罗斯通
讯社报道，俄联邦议会上下两院近期将举行
会议作出决定，禁止这些媒体的记者进入俄
联邦议会。

数字天下

郝

源

各有所图

图为日前在也门首都萨那拍摄的空袭现场。 新华社/法新
据路透社 12 月 4 日报道，执政 33 年的也门前总理阿里·阿卜
杜拉·萨利赫在当天的内战中被昔日盟友胡塞武装分子杀害。英
国《卫报》4 日援引据国际红十字会统计，胡塞武装和萨利赫部队
之间的暴力事件导致过去 5 天至少 125 名平民死亡，
238 人受伤。

联盟决裂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11 月 29 日，也门胡塞武装与萨利
赫的支持者在萨那最大的清真寺附近爆发激战。
12 月 2 日，双方交火升级。据也门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
多国联军在 2 日夜间，对临近胡塞武装控制的一处高地，进行
了 5 次空袭，以此来支持萨利赫方面。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11 年“阿拉伯之春”起
义发生后，萨利赫被迫辞职。次年，副总统哈迪当选总统。随
后，萨利赫同哈迪之间的分歧逐步扩大，萨利赫也开始同胡塞
武装进行秘密接触。
面对哈迪政府这一共同对手，2014 年，萨利赫选择与胡塞武
装结盟，并在该年攻占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掌控了该市的
北部地区，萨利赫的部队占领南部地区，迫使哈迪逃往沙特。
2017 年 9 月，胡塞武装宣布任命“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
等要职，萨利赫拒绝承认，并与胡塞武装闹翻。此后，双方矛
盾不断激化，直至最近在萨那发生激战。

“联盟决裂并不令人惊讶，双方互相利用，是一种权宜之
计。”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指出：“萨利赫此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得不跟胡塞
建立联盟。但是双方一直在权力分配方面存在争议，逐渐演变
成敌对状态。”
据也门媒体报道，萨利赫 12 月 2 日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
停止对也门的袭击，他愿意与沙特翻开睦邻关系“新篇章”。
对此，李绍先说：“胡塞武装与沙特一直对峙，处于僵持
状态。在这种局面下，萨利赫认为自己奇货可居，示好沙特也
是为了重返政坛。”
英国《卫报》援引查塔姆研究所也门专家的话称，胡塞不断
巩固也门西北军事和政治制度。而萨利赫为了自己的利益，选
择和沙特达成协议，他这样做会赢得更广泛的军事和政治支持。
不过如今，胡塞武装杀害萨利赫，让局势更为复杂。
“萨利赫这么轻易被胡塞武装杀害，可以看出这几年来，
萨利赫的军事力量削弱了。同时，萨利赫所在的全国人民大会
党已经严重分裂，支持的力量变弱。”李绍先说。

冲突加剧
美国 《华盛顿邮报》 援引查塔姆研究所也门专家的话称，
萨利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也是最有可能斡旋解决方案
的中间人，他的死只会导致也门冲突更加激烈。
路透社日前援引胡塞领袖的话称，萨利赫及其支持者，对
于和伊朗同盟的胡塞武装来讲，是最大的威胁。
李绍先认为，萨利赫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胡塞武装的
一种加强。但是对于沙特来说，却是重磅一击。萨利赫遇难是
沙特不愿看到的结果，冲击了沙特对也门局势的掌控。
目前，也门萨那市的街道已成为战场。半岛电视台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称，胡塞武装已经获得首都大部分的控制权。
“也门局势目前呈现出一种政治碎片化现象，今后局势如
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特及伊朗等国家的介入程
度。沙特与伊朗在也门的角力正在加剧。实际上，也门现在成
为沙特和伊朗很重要的一个博弈场。”李绍先说。

取名为﹃﹃圆梦﹄﹄
法国首只大熊猫

也门乱局再生变数

法国圣艾尼昂市博瓦
勒 野 生 动 物 园 12 月 4 日 举
行命名仪式，宣布在法国
出生的第一只大熊猫幼崽
“迷你圆仔”被正式命名为
“圆梦”，寓意梦想成真。
图为在法国圣艾尼昂
博瓦勒野生动物园，法国第
一 夫 人 布 丽 吉 特·马 克 龙
（左二）与大熊猫幼崽互动。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3000 人
12 月 5 日，伊拉克难民和移民部发表声
明说，该部近日从叙利亚接回近 3000 名逃离
战乱的伊拉克平民。
声明说，难民和移民部与交通部开展合
作，成功将 2800 名生活在叙东北部哈塞克省
豪勒安置营地的伊拉克平民转送回国。
此外，难民和移民部从叙利亚北部阿扎
兹地区接回 182 名伊拉克平民。目前，他们被
安置在伊拉克北部杜胡克省的一处营地。
2016 年摩苏尔收复战开启前后，摩苏尔
及周边地区的数千名平民逃往邻国叙利亚避
难。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