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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缅甸总统选举结束后，吴廷觉
与两名副总统如何组建新政府，新政府会采取哪
些内政外交政策引人关注。

缅甸宪法规定，总统由联邦议会选出。联邦
议会包括3个团体：经选举产生的人民院议员团、
民族院议员团和不经选举产生的军人议员团。每
个团体均可以推举一名副总统作为总统候选人，
最后在联邦议会集体投票表决，得票最多者任总
统，另外两人为副总统。本月11日，吴廷觉、吴敏
瑞和亨利班提育被推举为副总统参加总统选举。

为避免15日投票出现失误，民盟主席昂山素
季和民盟高层14日下午召集所有民盟议员开会，
向议员传达如何正确投票、避免投废票的方法。

民盟议员在投票中比较坚决地执行了民盟的计
划，使吴廷觉一人获得360票，得到有效票数一半以
上。

吴廷觉被认为是昂山素季最信任的少数人之

一，在缅甸政坛也是少数被广泛接受的人物，据说
军方也对他表示认可。

吴廷觉行事低调、稳健。尽管他经常在昂山
素季出席活动的场合露面，但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从履历看，吴廷觉属于高学历人才，在经济
学、计算机方面分别获得硕士学位，数次出国留学
深造，在国外也有一定知名度。加入民盟前，先后
在第二重工业公司、计划和财政部任职。

投票结束后，民盟议员杜漂漂丁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吴廷觉当选对国家很有好处，相信
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都会发生改变，不过
这些改变会慢慢地实现。

投票开始前，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中央执
委、前陆军参谋长吴拉泰温告诉新华社记者，民盟
推举的吴廷觉有能力，吴敏瑞会和民盟合作。

巩发党人民院议员吴哥哥乃说，吴廷觉可以
为国家做出贡献，他是昂山素季精心选择的人选，

巩发党为了国家利益会和吴廷觉合作。
现任总统吴登盛领导的政府任期将于本月底

结束。新当选总统吴廷觉将与两名副总统共同组
建新政府。获得议会表决通过后，新一届政府将
于4月1日正式履职。

昂山素季及民盟高层近期多次提到，新政府
将奉行独立初期的外交政策，简而言之就是与各
国发展友好关系，重视大国关系，优先睦邻关系。

在发展重点方面，昂山素季曾说，要推动经
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一起发展，尤其还要推动全
国民族和平进程。

今年1月，昂山素季在独立节活动上强调，实
现全国民族和解是首要任务。此后，她欢迎尚未
签署全国停火协议的少数民族武装参与缅和平进
程。

外界估计，这些方面都是吴廷觉作为总统将要
落实的政策措施。但在全国民族和解过程中，吴廷

觉领导的政府不仅要借助部分少数民族武装对民盟
发出的友好信号，同时也要和掌握国防部、内政部和
边境安全部三个重要部长职务的军方加强合作，才
能推动和平进程取得进展。

民盟之前宣布，新政府部级部门将从现在的36
个缩减至20多个，一些功能相近部门将合并。另
外，政府中仅有30％到40％的部长由民盟成员担
任，其余将由其他政党、少数民族或无党派人士担
任。

另外，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总统有权任命全
国七省七邦的行政长官。民盟高层曾表示全部14
名长官均会出自民盟，但一些少数民族邦要求长
官人选出自本地少数民族政党。

新政府组建、地方行政长官任命以及如何应
对少数民族要求，成为摆在吴廷觉面前的首要任
务。 记者 庄北宁

（新华社内比都3月16日电）

新总统如何引领缅甸前行国际观察

由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自去年11月大选获胜
以来，关于她如何走向政坛前台的讨论从未停歇。
民盟曾与军方接触以求推动修宪或冻结宪法，从而
为她出任总统扫清法律障碍。然而种种迹象表明，
军方眼下并不支持民盟在这方面的努力。

昂山素季具体将如何实现对缅甸国家治理的掌
控？跟军方之间的对立将如何影响民盟当政？新总
统和新政府将有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新华社缅甸问
题专家、前驻仰光首席记者张云飞为您解答。

问：昂山素季早前放弃了出任议长的机会，
民盟此次推举的总统人选亦为他人。如果昂山
素季仍然打算“主政”，她将以什么角色、通过什
么方式实现执政？

答：缅甸现行的2008年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
必须没有海外直系亲属。昂山素季的已故丈夫和两
个儿子都是英国籍，因此不符合参选总统条件。民
盟此次推举他人为总统人选，说明至少在当下，昂山
素季已放弃谋求总统职务的打算。

然而，可以预见，昂山素季即使暂时不能当上总
统，但是她依然会以某种角色进入民盟政府，进入

“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有这样，昂山素季才能依法
掌握决策大权，主导民盟政府施政，引领缅甸走向民
众普遍期待的未来。

缅甸本届政府任期将于3月30日结束，新总统
领导的内阁最早3月31日宣誓就职。民盟占据议
会多数议席，因此享有单独组阁权。观察人士推测，
昂山素季一个非常可能的选项是，出任总统府部即
内阁核心圈的某一重要职务，并兼任外交部长，因为
这是她进入重要国家机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
条件。依据缅甸宪法，除正副总统、正副总司令，以
及军人任职的3个部长——即国防、内政、边境事务
部长外，只有外交部长可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缅甸决定国家重大安全事
务的机构。昂山素季只有进入该机构，才能真正成
为决定国家命运的人物之一，尤其是缅甸军方依然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下。

问：已经年届70的昂山素季是否真的与总
统宝座无缘？她未来有无可能成为缅甸实至名
归的最高领导人？

答：近几个月来，民盟就昂山素季当总统事宜与军
方进行过沟通。种种迹象表明，军方眼下不想改变初
衷，但这不能视作军方永远坚持不修宪立场，换个角度
讲，军方需要观察民盟施政表现，转向需要一定时间。

缅甸联邦议会2015年6月25日进行修宪表决，因
军方议员反对而未能通过对2008年颁布的宪法中有
关总统任职资格和修宪门槛等重要条款的修订草案。

眼下，民盟推举昂山素季好友为总统人选，可以
说是目前形势下的权宜之计。民盟竞选时打出了修
宪的目标，其主张修宪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民盟执政
后预计会继续推动修宪，一两年后，昂山素季有可能
圆总统梦。

尽管缅甸每5年举行一次全国议会选举并产生
新总统和新政府，但如总统因故不能完成5年任期，
比如说主动辞职，则可由联邦议会再次推举新总统，
不必举行全国大选。所以说，在两三年后推动修宪
成功条件下，昂山素季合法出任总统是完全有规则
可依的。几乎可以肯定，民盟在未来5年执政期间
内，会想办法把昂山素季推上总统宝座，结束特殊形
势下的缅甸式“垂帘听政”。

问：民盟和军方之间到底有多大分歧和矛
盾？昂山素季“主政”会面对来自军方的多大阻
力？民盟当权能否持久？

答：显而易见，民盟政府未来的挑战之一是如何
处理好与军方的关系。去年11月大选后，巩发党和
军方都承认选举结果，吴登盛总统领导的政府也保
证如期移交权力。与此同时，民盟在大选获胜后表
现出相当克制，没有得意忘形，没有刺激对手，而且
昂山素季在处理与军方关系上有出人意料之处。

去年12月，昂山素季登门会晤前军政府领导人
丹瑞大将。尽管双方对这次会晤讳莫如深，但两个
半小时的会晤本身就足以传递出某些积极信息，正
面影响权力平稳过渡和移交。昂山素季还三次会晤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尽管双方在马上修宪等
问题上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是在权力过渡和移交
等方面已有良好的沟通和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民盟所主张的缅甸政治、社会、
经济发展方向，与前军政府改革所推行方针在大方
向上没有根本性对立，两者都主张缅甸在政治上实
行多党民主制，在经济上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
多年历练，昂山素季虽然仍是西方的那套价值体系，
但她已经有所成熟，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了
一名有容忍度、务实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未来由她主
导的民盟政府与军方会出现分歧和矛盾，有些还可
能相当尖锐，但它们并非不可调和。

问：昂山素季领导下的民盟政府会如何掌
舵缅甸外交？新政府上台后会有怎么样的对华
政策？

答：昂山素季曾在多个场合透露过，缅甸独立之
初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对缅甸来说非常合适。那么这
是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呢，总的来说可表述为：缅甸愿
意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重视大国关系，优先睦
邻关系；从本质上，可概括为中立和不结盟；换个角度
看，缅甸善于搞大国平衡外交，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具体到民盟政府将会推行的对华政策，去年
11月17日，民盟大选获胜后的第9天，昂山素季接
受我专访时有所论述。她当时谈及缅中关系时说：

“中国是我们的邻国。与邻国交往，比与远方国家
相处，更加需要谨慎和智慧。正因为如此，我们将
更加重视与邻国的关系，将实实在在地搞好与邻国
的关系。”

她还说：“作为邻国，不时会有点问题，但问题不
是不能解决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珍视，什么问题
都可以克服……中国是大国，我们相信与中国交往，
中国会大国大度。尽管缅甸是小国，但我们对自己
有信心。我们相信为了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我
们能够展开合作，一起努力。”

徐晓蕾（新华社专特稿）

推举友人当总统
昂山素季幕后“主政”？

也许是因为他之前太过低调，当吴廷觉的名字
出现在民盟推举的名单中，一些媒体甚至来不及核
实其个人信息。关于他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的说法
五花八门，其中最离谱的就是在部分西方媒体始作
俑下，炒作出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昂山素季私人司
机被提名总统候选人”闹剧。

法新社始作俑

闹剧的参与者不乏大牌媒体，包括法新社、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

“司机”候选人的说法这次最早出现于法新社3
月8日一篇题为“可被提名缅甸总统的昂山素季助
手名单”的报道。文章开头就指出，一名医生、一名
前司机和一名私人助理可能成为下届总统人选。文
章中间部分直接挑明，曾在昂山素季结束软禁时为
她充当司机的吴廷觉是大家猜测人选的焦点。

3月10日，民盟人民院选举吴廷觉竞选副总统当
天，法新社又发出一篇直接以“素季前司机被提名缅甸总
统”标题的文章。文章导语再次以陈述句说，昂山素季的
党派提名她的前司机和紧密助手为缅甸下届总统。

事实上，尽管吴廷觉行事低调，但在临近推举候
选人之际，已经有不少媒体注意到他，开始挖他的履
历，并且基本确定了几点共识：他曾就读于仰光卫理
公会高中（如今的达贡一中），昂山素季也曾在此就
读；他有硕士学历；他在加入民盟前曾在政府部门工
作，后来辞职；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诗人吴温，也是
民盟元老之一；他是杜钦季基金会高管。

CNN最离谱

“司机”说法在互联网上传播迅速，被许多媒体
和网络引用。而CNN继续错上加错，给一篇有误导
性的报道配了一张错误的“司机”照片。

CNN3月10日在其网站刊登文章，题目为“前
司机廷觉可能成为缅甸下届总统”。这个标题本身
存在很大误导性，很可能让不知情读者认为“一名叫
廷觉的前司机将成为缅甸总统”。

更离谱的是CNN为此文所配的图片：人群中一
名中年男子高举双臂，面带微笑，脖子上挂着彩条花
环，手里抓着象征和平的树叶，图面说明为“总统提名
人廷觉，2013年12月31日，从仰光茵盛监狱获释”。

照片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确实像一名司机，还
缺了一颗门齿，但其外貌、身高都与吴廷觉相去甚
远。 庄北宁（新华社特稿）

起底缅甸“司机”
候选人乌龙事件

缅甸当选总统吴廷觉：

昂山素季“右手边的男人”
缅甸联邦议会15日举行全体会议，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

盟（民盟）资深成员、现年69岁的吴廷觉以最高票数360票当选总统，从而
宣告着民盟正式走上前台。

昂山素季的老同学、密友、事业伙伴……一时间，媒体为吴廷觉贴上
多个身份标签，聚焦和还原这位缅甸新总统与昂山素季之间的人生交集。

就家世背景来说，吴廷觉出身名门，父亲吴
温是缅甸著名作家、诗人，也是民盟元老之一。
说起同窗之谊，吴廷觉和昂山素季都曾在当时
的仰光卫理公会高中就读，年龄上比她小1岁
多。毕业后，吴廷觉进入大学先后攻读经济学
和计算机，获得双硕士学位。

从民盟高层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来
看，吴廷觉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远赴英国伦敦
留学，而彼时，同处伦敦的昂山素季刚刚与在牛
津大学执教的迈克尔·阿里斯完婚。

据与吴廷觉相熟的人回忆，吴廷觉是个聪
明的学生，喜欢运动，上大学时还打过水球。“他
是个非常安静的人，热爱文学，”与吴廷觉相识
超过20年的民盟前成员觉梭敏说，“他说话轻
柔但语气坚定，人非常好，诚实而富有激情，生
活相当简朴。”

回国后，吴廷觉曾在大学、第二重工业公司以
及计划和财政部对外经济关系司工作，1992年辞
职加入民盟，投身缅甸政坛。觉梭敏认为，吴廷觉
政治生涯的分水岭出现在2000年。那一年的一

天，包括昂山素季和觉梭敏在内的10名民盟成员
准备秘密前往曼德勒参加一场集会。当时，吴廷觉
负责开车将昂山素季送到仰光火车站与其他成员
会合。但车站工作人员拒绝卖给他们车票，气氛一
下子紧张起来。

“吴廷觉把昂山素季送到火车站后没有立
即离开，”觉梭敏说，“因为知道局势不妙，他一
直守在昂山素季身边。”最后，包括吴廷觉在内
的9名民盟成员全部遭军政府羁押，在监狱中度
过了4个月，而昂山素季则再次被软禁。

按觉梭敏的说法，直到吴廷觉获释，他都不
属于那种在民盟前台振臂高呼的人，“但这些年
来，他在党内事务方面帮了昂山素季不少忙”。

2012年起，吴廷觉出任以昂山素季母亲名
字命名的杜钦季慈善基金会高管。可以说，正
是在与昂山素季志同道合的奋斗中，吴廷觉凭
借自身的学识、忠诚和政治素养，逐渐成为老
同学最信任的密友和圈内人。甚至在昂山素
季被软禁期间，吴廷觉都是帮助她与外界取得
联系的极少数人之一，两人的亲密战友关系可
见一斑。

有一张照片耐人寻味。那是昂山素季6年

前被解除软禁后首次面向民众发表演说的场
景。照片里，昂山素季手扶红色围栏，而吴廷觉
就站在她右手边，也因此被称为“获昂山素季信
任的右手边男人”。

可以想见，在缅甸当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吴廷觉与昂山素季将形成一种“一个台前施政、
一个幕后掌舵”的互动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互
为助益。一方面，吴廷觉会准确领会昂山素季
和民盟高层的政策决策并坚决予以执行；另一

方面，凭借自身的政治见地和经济学背景，吴廷
觉可以为缅甸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专业化的意
见和建议，更好地推进缅甸民主转型。

“显然，昂山素季提名吴廷觉（出任总统）意
在向外界表明，他是自己最信赖的人，”觉梭敏
说，“由这样一位人士来领导国家……自然会对
民众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吴廷觉的岳父吴伦是民盟创始人之
一，夫人杜素素伦还是昂山素季的“闺蜜”、民盟
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人民院国际委员会主席。夫
妻二人分别在内阁和议会出任重要职位，无疑
将有利于民盟政策决策的推进与实施。

更为重要的是，兼具学者和民盟精英身份的
吴廷觉行事低调稳健，没有政治和形象污点，也
因此得到军方的认可和尊敬。这一点对今后处
理与军方关系、寻求与后者合作来说至关重要。

在民族和解问题上，民盟并没有拿下少数

民族武装问题突出的掸邦和若开邦地方议会选
举，这意味着民盟主导的政府必须与军方密切
合作，才能切实推进民族和解。

此外，在寻求修改宪法第59条“亲属国籍
限制”、为昂山素季最终出任总统扫清唯一一块

绊脚石方面，来自军人议员团的支持同样不可
或缺。

而对于吴廷觉上台后的缅中关系走向，曾
与他多次交流的新华社前驻缅甸首席记者张云
飞的一番话或许不失为一个生动注脚：“他很有
修养，文质彬彬，平时在公开场合言语不多。我
们在交流时，他总是对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很感兴趣。”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3月 16日电 3月 15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致电吴廷觉，祝贺其当选缅甸联邦共和
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相信在吴廷觉总统
领导下，缅甸人民一定能够在国家建设和发展
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习近平指出，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胞波”
友谊源远流长。不断深化中缅睦邻友好和互
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方愿同缅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缅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更好地造福两
国人民。

习近平电贺吴廷觉当选缅甸总统

“帮了昂山素季不少忙”

台前幕后的互动关系

对中国文化和经济发展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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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首都
内比都，全国民主
联盟（民盟）成员、
当选总统吴廷觉
（左）和民盟主席
昂山素季（右）抵
达人民院出席会
议。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