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 國際觀察

Kansas City Chinese Journal

堪城新聞

Thursday Jan 18 2018

2018 國際展望：美俄關係能否“解凍”？
。2018 年，並不排除有更多美國官員
陷入“通俄門”的調查，仍有可能繼
續損害特朗普的形象。“通俄門”事
件顯示了特朗普在調整對俄外交方面
的局限性，使他不得不顧忌一旦過分
向俄示好，就會面臨被貼上“通俄”
標籤，動搖執政根基。這就使得特朗
普並不敢在對俄政策上有太大動作。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伊始確曾試
圖調整美俄關係，普京也曾放軟身段
主動迎合，但通過元首外交調整美俄
關係的可能性在過去一年愈發渺茫，
2018 年兩人也難以有更好的機會來實
現關係轉圜。對於未來兩人會面的可
能性，美俄官方甚至不願多加揣測。

關係前景難有“驚喜”

美俄關係是最受外界關注的大國
關係之一。過去一年，兩國從“媒體
戰”到“外交戰”，齟齬不斷。2018
年，美俄關係是否能“解凍”？

地緣博弈料將持續
2018 年美俄地緣政治博弈料將繼
續深入，給兩國關係的轉圜帶來挑戰
。
兩國 2018 年博弈的主要焦點地區
仍將是敘利亞和烏克蘭。在敘利亞，
俄羅斯的軍事力量顯然已站穩腳跟。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俄羅斯在敘建立
起制衡美國軍事影響的力量，美俄在
敘利亞軍事部署上的分歧將日益突出
。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稱，儘管極
端組織主要力量已被消滅，但美軍將

長期在敘利亞存在，防止極端組織再
次出現。俄羅斯軍方隨即抨擊美國是
在敘利亞“培訓恐怖分子”，以破壞
敘利亞安全局勢。分析人士擔心，如
果美俄軍事分歧進一步升級，將有可
能引發衝突。
美俄在敘利亞和平進程問題上也
存有明顯分歧，雙方對於敘總統阿薩
德去留問題仍各執一詞。由俄羅斯、
土耳其和伊朗三方倡議的敘利亞全國
對話大會將於本月在俄羅斯索契召開
。美國支持的一些反對派派別已明確
表示不參加會議。這顯示美俄角力下
的敘利亞和談前景仍不明朗。
而在烏克蘭，美國軍事武裝烏克
蘭的做法引發俄羅斯不滿，俄方指責
美國此舉“越過紅線”。有分析認為
，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無法壓制俄羅

斯力量，因而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發
難在意料之中。
美國政府已批准向烏克蘭出售致
命性武器，並強調這一軍售是防禦性
質。而俄方抨擊美方此舉無異於鼓勵
烏克蘭“動用武力”。作為對美向烏
售武的抗議，俄羅斯代表退出了烏東
部“各方分界線落實停火和穩定問題
”聯合監控與協調中心。由此可見，
美俄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對抗可能甚至
要比奧巴馬時代更加白熱化。

元首外交難有突破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
京 2017 年曾有多次接觸，並達成了一
些共識。同時，兩人也曾稱讚或肯定
對方，受到外界關注。
然而，受兩大因素的影響，美俄

美俄官方都坦率承認兩國關係現
狀，並對未來前景不表樂觀。美國國
務卿蒂勒森 2017 年年底與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集中討論了烏克蘭、敘利亞
等問題，但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
共識。蒂勒森隨後在《紐約時報》發
表文章對美俄關係前景表示悲觀。他
稱，美國未對俄羅斯“抱有幻想”。

元首外交取得的成果卻很有限，未來
也難以給兩國關係帶來實質性的推動
。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更直言
不諱表示，俄美關係狀況是過去一年
最令克里姆林宮感到失望的事情之一
。拉夫羅夫也說，俄羅斯不打算加劇
與美國的對抗，但將會對“侵略性行
為”作出反應。

一是美俄國內因素的制約。特朗
普 2017 年初就任美國總統後，希望改
善美俄關係，將其作為美國外交優先
議題之一來考量，但美國國會、美國
媒體等方面的反俄呼聲高漲，對其形
成強大制約。更為重要的是，美俄
2018 年都是選舉年，兩國國內因素的
影響更為突出。特朗普要應對中期選
舉，而普京也要迎戰總統大選，兩人
都要經受本國民眾的檢驗。在國內選
情壓力下，兩人為了維護各自國家利
益，顯然難以向對方做出更多妥協。

美俄之間的矛盾已經上升到地緣
政治矛盾的層面，雙方地緣政治博弈
2018 年仍將繼續。由於敘利亞和烏克
蘭都事關美俄兩國利益，影響到兩國
地緣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因而
在相關問題上，兩國轉圜的空間很小
。
過去一年留給兩國關係的“遺產
”可能更多來自于冷峻的現實主義考
量。展望 2018 年美俄關係，確實難以
給特朗普和普京帶來“驚喜”。

二是“通俄門”仍在發酵中。
2017 年“通俄門”調查持續深入，前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認罪

2017 年改變德國的關鍵字：大選風波
2017 年，受德國內政以及國際形
勢巨變的影響，德國的一整年大選之
路可謂一波三折，堪比年度大戲，該
網盤點了德國大選經歷的幾個階段。

階段一：“最沒有懸念的投票
” 默克爾被普遍看好
儘管 2016 年的難民危機使得德國
總理默克爾的民意支持度大幅下跌，
但她在基民盟黨內的地位卻是無人能
匹敵的，去年 12 月 6 日默克爾在埃森
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基民盟最
高領導。
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英國公投決
定脫離歐洲聯盟後以及特朗普當選美
國總統後，62 歲的默克爾更是被視為
“自由西方世界的最後一位守護者，
西方自由價值的精神堡壘，歐洲不穩
定時期的穩定力量”。卸任的美國總
統奧巴馬用“堅韌”來形容默克爾。
去年年底奧巴馬在德國的告別訪問期
間曾表示，“如果我是德國人，我就
會投她的票。”

理由競選連任。在動盪時期，作為歐
洲最重要的國家，德國有必要選擇一
位堅持自由、開放和民主的總理，因
為正是這些信念幫助戰後德國實現了
重建和團結。默克爾對難民危機的處
理或許並不妥當，但她對自由的堅持
與其他歐洲國家湧現的反移民浪潮形
成鮮明對比。

階段二：“黑天鵝”來了？恐
襲頻發，右翼崛起
2016 年 12 月 19 日晚，一輛黑色大
卡車突然沖進西柏林市中心紀念教堂
附 近 的 布 賴 特 施 德 廣 場 (Breitscheidplatz)上的聖誕市場，造成 12 人死
亡，約 50 人受傷。這起恐襲事件在德
國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隨著德國各
地接連曝出的越來越多的恐襲事件以
及借著不斷高漲的反移民、反穆斯林
的立場，德國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
(AfD)在地方選舉中接連獲勝，支持率
不斷走高，異軍突起。
德國權威性新聞週刊《明鏡》當
時在評論中用了“更為激烈、更為極
端、更為骯髒”3 個詞來形容 2017 的
大選形勢。而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當
時也已經意識到，現行難民政策受到
的阻力將越來越大。為了挽回民心，
基民盟在公開表態中也開始“服軟”
。

英國《衛報》當時更是稱，默克
爾謀求連任在情理之中。無論是在德
國，還是在其他國家，默克爾都成為
了穩定的象徵，在中間偏右的基民盟
中，她並沒有對手。此外，如今的世
界正值動盪時期，移民、特朗普當選
美國總統、俄羅斯威脅、脫歐公投、
歐元區危機、以及日前最受關注的義
大利憲法公投，都讓德國人珍視的穩
定性岌岌可危。默克爾連任責無旁貸
，德國選民也相信默克爾能讓他們有
備無患。

在此背景下，時任聯邦副總理兼
經濟部長加布里爾 1 月 24 日突然宣佈
，將不再出任社民党總理候選人，並
放棄社民黨主席職位，讓位給歐洲議
會前議長舒爾茨。

《衛報》還稱，默克爾有充足的

加布里爾此舉既意味著放棄成為

“歐洲心臟”領導人的可能性，也意
味著已宣佈將競選連任的默克爾需要
面對一個新對手的挑戰。相比起默克
爾，舒爾茨的短板在於缺乏在德國聯
邦政府高層從政的經驗。但舒爾茨的
政治風格熱情洋溢、長袖善舞，與默
克爾的謹言慎行差別極大。在德國一
月的民調中，舒爾茨獲得了 57%的支
持率，甚至比默克爾高出一個百分點
。德媒當時稱，雖然支持默克爾連任
的呼聲依舊很高，但半年之後鹿死誰
手的確還只能是霧裡看花。
而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德國社民
黨的支持率不斷飆升，一度增加了 10
多個百分點，反超了基民盟。德國
《畫報》雜誌 2 月曾公開質疑，選民
是否對默克爾的執政已受夠，出現了
“審美疲勞”，對傳統政治人物產生
厭煩情緒，希望求新已表達對現狀的
不滿。

階段三：基民盟穩住陣腳，連
下三城
在德國 3 月份的薩爾州選舉中，
來自基民盟的克拉姆普· 卡倫鮑為基民
盟先下一城，此後，5 月在石荷州的
選舉中，基民盟再次以微弱優勢擊敗
了社民黨。隨後的北威州(德國人口最
多的聯邦州)，基民盟再次重創社民黨
，贏得了該州的議會選舉。在被視為
大選前“風向標”的州議會選舉中基
民盟連下三城的表現，也讓該黨的支
持率重新反超了社民黨。
德國《世界報》網站當時評論說
，距離聯邦議會選舉僅 4 個多月的時
間，北威州選戰的失利，是對社民党

總理候選人舒爾茨致命的一擊。德國
《明鏡》週刊網站說，北威州選民占
德國選民總數的五分之一，北威州敗
選後，舒爾茨前路艱難。7 月德國民
調機構 FORSA 公佈的民調結果顯示，
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上升
到了 40%，比社民黨的支持率多出 18
個百分點。
此外，在德國央行 8 月公佈的報
告顯示，2017 年德國經濟成長快於預
期，德國經濟目前正呈現出自全球金
融危機以來最好的狀態，這也為總理
默克爾的經濟成績單帶來加分效果。

階段四：聯盟黨再次領先卻面
臨尷尬局面
在聯盟黨的支持率一路領先的同
時，社民党高層也於大選前明確表態
：本屆大選後，德國過去聯盟黨、社
民黨的執政聯盟不會再出現翻版。社
民黨將加入在野黨行列。因此此次德
國大選的另一懸念--如何組建執政聯
盟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小黨派獲得
多少席位、如何站隊，哪些黨派可能
組閣的問題被媒體大肆討論。
《歐洲時報》曾評論稱，自民黨
是聯盟党的天然盟友。這次自民党能
夠重新超過 5%，獲得進入聯邦議院的
資格，對默克爾來說是最大的利好。
令默克爾鬱悶的是，聯盟黨和自民黨
加在一起的議席，按目前的民調來看
，離超過半數，恰恰就只差著那麼一
兩席、兩三席。這樣的話，默克爾就
必須再拉一個政黨進來，才能取得多
數。左派黨和德國選擇黨都是被排除
在結盟可能性之外的，那麼能選擇的

，便只剩下了綠黨。綠党的態度，將
成為默克爾是否能夠獲得連任的決定
性因數。而據德國媒體當時曝出的消
息稱，綠党和自由民主黨方面排除了
此項聯合執政方案。
而最終的選舉結果顯示，聯盟黨
得票 33%仍居榜首，排名第二的社民
黨得票 20.6%，創二戰以來最差紀錄；
極右翼民粹主義的選項黨 12.8%的得票
率獲得歷史性突破，位居聯邦議會第
三位。

階段五：效仿“牙買加模式”
談判組閣失敗
之後，在經歷了將近兩個月的談
判後，德國自民黨宣佈單方面退出組
閣談判，而由聯盟黨主導的組閣談判
正式破裂，德國面臨重新大選、組成
少數政府或與謀求社民黨態度轉變。
11 月 20 日，總統施泰因邁爾急匆匆地
向各黨派發出呼籲，不要簡單地把組
建政府的責任推給選民。“我希望所
有參與方都有談判的意願，以便在可
預見的未來組閣新政府。”之後他與
各政黨領袖對話，呼籲他們重新考慮
。
這次總統少見的現身發揮了作用
，其勸說立竿見影。法新社報導稱，
社民黨不久就宣佈願與聯盟黨舉行會
談，當天舒爾茨就和默克爾密談了足
足 8 小時。各國媒體長出一口氣：德
國這場嚴重的政治危機總算要多雲轉
晴了。

堪城新聞‧堪城華人黃頁
堪城新聞感謝您多年的支持，為豐盛堪城新聞園地、促進社區人士更廣泛交
流，歡迎提供各類活動、商業、得獎、溫馨社區人與事或和華人社區相關事
件等文稿，或可與本報聯繫。
電話：913-850-0781或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 e-mail：slcj@sprintmail.com

外賣店請人
誠請熟手接電話一名、女
性優先。送外賣人員、
1/4-1/25
FT/PT均可

Japanese Sushi
Restaurant for
1/4-1/25
Sale

913-634-5158 636-675-1019
快速通過聯邦按摩考試

不需要英文基礎，聯邦考試培訓， 不耽誤工作，政府承認。專業
考題（2016年 下半年 已陸續更新的最新試題），100%通過，可
用於31個州。代辦各州執照及學時證書。
12/21 - 1/11

贈送教學配套光碟

培訓只限於堪薩斯州堪城地區及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其他地區可
提供試題和光碟
請聯繫

626-863-9025 （Kevin）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水
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大
11/9-2/1 P
小工程一條龍服務，二十年經
驗，免費估價，請電陳師傅

816-787-5098

餐館出售

30年老店，房租$1500，觀光區
，靠近West Port跟Plaze，對
面是音樂劇院Uptown
1/4 - 1/25 Theater，
一週3-4次演唱會，價格可商議。

816-531-2272
913-962-1832

退休 小外賣店轉讓，18年店無外送，獨棟有取餐窗
口，坐北朝南十字路邊，午餐不開，星期日及
任何假日均休，晚餐營業額夏天1萬6冬天1萬9，時間回復後
12/28 - 1/18
月可達3萬（原有生意額）潛力巨大，售4萬5千，月租1200
或1500二選一，條件不同，接手即可營業。

1-913-526-5657張先生

1101 S Commercial St. Harrisonville, MO

外賣餐館出售
OVERLAND PARK

不設堂吃，生意二萬四仟
11/30-1/18
，價錢面議。查詢電話：

913-940-9102

餐館請人

誠請炒鍋或幫炒、打
1/11-2/1
雜各一名，Part Time
送外賣

913-951-6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