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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和我“吵”我把你“炒”了
政见不合，是特朗普“炒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主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
顿已在他要求下辞职。博尔顿由此成为特朗普任内离职的第三位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鹰派”人物博尔顿的离开，特朗普政府外
交政策或更倾向多“动口”、少“动手”。

为什么“被炒”？

与“老板”特朗普政见不合被视
为博尔顿“走人”的主要原因。特朗
普10日在他的推特中说得直白：他
和政府中其他人一样，对博尔顿很
多建议“非常不赞同”。白宫发言人
随后说，特朗普与博尔顿在很多问
题上都“不合拍”。

过去数月里，特朗普与博尔顿
在伊朗、朝核、委内瑞拉等问题上分
歧日益明显。博尔顿一直想用“拳
头”说话，但特朗普并不愿动用军事
选项。他近日还提出愿无条件与伊
朗总统会面，并两次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会晤，这些均与博尔顿
意见相左。

美国一些媒体认为，终结两人
“宾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
近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举行的和
谈。据美媒报道，博尔顿上周一直
游说特朗普不要同塔利班签署任何
和平协议，招致特朗普不快。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两人9
日晚再因特朗普计划邀请塔利班代
表到戴维营会谈一事争执不下，最
终导致特朗普要求博尔顿辞职。

不过，博尔顿对自己“被炒”一事
另有说法。他在特朗普发推后公开
表示，是他主动请辞，而非“被炒”。

博尔顿：被驱逐的“战争狂人”天下人物

2018年 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任命约翰·博尔顿为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消息一出，质疑者纷纷
给博尔顿贴上标签：“极端的好战分
子”“鹰派中的鹰派”“战争狂人”……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专家葛来仪甚至警告，“大家要系
好安全带”。

一年半后的9月10日，当特朗
普在推特上宣布博尔顿走人的消息
后，连华府周围人似乎都如释重
负。极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兰
德·保罗表示，随着博尔顿走人，“世
界范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都呈指
数级下降”。

据美国媒体报道，博尔顿在阿富
汗、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等外交和
安全政策上与特朗普不断发生龃龉，
是其突遭免职的导火索。

从“这就是我想要的人”
到“强烈不赞同他的意见”

在任命博尔顿时，特朗普宣称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而在宣布炒
掉博尔顿的推特文中，特朗普的不满
溢于言表，“白宫再也不需要他的服
务”“我强烈不赞同他的许多建议”。

就在解雇博尔顿前几天，特朗普
戏剧性地宣布中止与塔利班已持续
近一年的和谈。美国媒体透露，此事
缘于特朗普政府内部分歧严重，而博
尔顿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了搅局者
的角色。《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
说，过去一周，博尔顿竭力反对美国
与塔利班及阿富汗政府缔结和平协
议，甚至搅黄了特朗普原定在戴维营
举行的秘密会谈，让寻求阿富汗撤军

“外交战果”的特朗普十分沮丧。

博尔顿的搅局远不限于阿富汗
事务。过去数月，博尔顿与特朗普在
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问题上分歧
明显。博尔顿鼓吹对伊朗、委内瑞拉
采取军事行动，主张对朝鲜保持强硬
姿态；而特朗普不想违背竞选承诺，
不希望美国进一步卷入海外战事。
此外，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三次会晤，近日还提出愿意无条件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这些姿态均
与博尔顿的建议相左。

《纽约时报》今年5月报道说，特
朗普曾在私下说幸亏自己约束了博
尔顿，不然美国可能陷入更多战争。
博尔顿被炒后，白宫发言人承认，总
统与博尔顿在很多问题上“不合拍”。

被指与博尔顿“宫斗”的蓬佩奥
在10日下午的记者会上坦言，两人在
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在白宫团队

中，蓬佩奥以“唯特朗普马首是瞻”著
称，与博尔顿的桀骜不驯对比鲜明。

我行我素的“战争鹰派”
博尔顿出生于1948年，曾就读

于耶鲁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越
战期间他曾想方设法躲避入伍。他
辩解说，战争败局已定，自己“不想死
在东南亚的稻田里”。

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博尔
顿在国务院、司法部等处担任高级职
位。小布什执政时，他曾任国务院负
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博尔顿
因立场强硬多次引发外交风波。在
《经济学人》杂志看来，博尔顿是“美
国送到联合国最富争议的大使”。

博尔顿不担任公职后，经常参加

新保守主义论坛并在报纸上发表文
章，在保守电视节目出任时事评论
员。他曾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外
交上“没有骨气”，并对奥巴马政府签
署伊核协议、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等
做法持绝对否定态度。2015年，博
尔顿在《纽约时报》撰文鼓吹对伊朗
动武。他还多次呼吁美国退出伊核
协议，被美国媒体称为“战争鹰派”。

博尔顿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期间，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伊核协
议、《中导条约》等国际协议和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
织，在“单边主义”的偏道上越走越远。

博尔顿任内还在涉华议题上多
次发表不负责任、捕风捉影、颠倒是
非的言论，屡遭我外交部发言人严
词驳斥。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0日电）

“走人”意料之中？

特朗普突然“炒掉”博尔顿，确实
令各方措手不及。在白宫10日对媒
体公布的日程安排中，还赫然写着博
尔顿将与国务卿蓬佩奥、财长姆努钦
出席当天下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

但对华盛顿政治圈内人而言，博尔
顿离职更像是“另一只靴子落地”，并不
特别令人意外。有的美媒甚至以“博尔
顿能撑到现在实在让人惊讶”为题。

去年4月，特朗普用这位言论出位
的福克斯新闻频道评论员换下循规蹈
矩的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有媒体评
论说，特朗普当时在博尔顿身上“似乎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口无遮拦、厌恶联
合国等多边国际机构、反对伊核协议、
质疑美情报界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
选的指控。

然而，就职后的博尔顿一直坚持自
己观点，令特朗普渐生不满。今年入夏
以来，坊间就不断传出博尔顿快走人的
消息。美国《纽约时报》曾援引多名消
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并不喜欢博尔
顿，私下里曾说是自己约束了博尔顿，
不然美国可能会陷入更多战争。

此外，博尔顿的行事方式在同僚
中也不受欢迎。有报道说，他与蓬佩
奥和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都曾因外
交政见不同而起争执。

影响外交走向？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与国
务卿、国防部长并称美国国安领域的

“三驾马车”，分量可想而知。特朗普
说将于下周宣布博尔顿继任者。该职
位暂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查尔
斯·库珀曼代理。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随着“鹰派”
博尔顿谢幕，特朗普政府外交团队中

“好战者”减少，未来美国选择武力解
决问题的风险降低。

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
保罗说，随着博尔顿离开，“世界范
围内出现战争（的可能性）都呈指数
级下降”。

美国公共政策智库国家利益中
心高级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认为，
特朗普心目中博尔顿继任者应是一
位不寻求颠覆伊朗政权、愿意减少美
国在中东驻军、支持与朝鲜对话的
人。换句话说，是与特朗普现阶段目
标一致的人。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对记者表示，毫无疑问，
未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只有一个声
音真正至关重要——那就是特朗普
本人的声音。

（据新华社华盛顿 9月 10日电
记者刘晨 刘阳 刘品然）

据巴哈马媒体当
地时间 9 月 10 日报
道，飓风“多里安”在
巴哈马已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由于多
名失踪人员尚未找
到，预计死亡人数还
将上升。

图为9月10日在
巴哈马马什港拍摄的
遭飓风“多里安”破坏
的海岸。

新华社/法新

飓风“多里安”致巴哈马至少50人死亡

新华社马尼拉9月11日电（记者
袁梦晨 杨柯）菲律宾卫生部官员10
日说，今年以来登革热疫情已导致该
国超过1000人死亡。

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恩里克·多
明戈 1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今年1月1日至8月24日，菲律宾
全国已有超过24.9万人确诊登革热，
其中1021名患者因登革热死亡，死
者中有近四成是5岁至9岁的儿童。

多明戈说，菲律宾今年的登革热
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去年同期
的约两倍。菲卫生部已于8月6日宣
布全国进入登革热疫情暴发状态。
他说，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预计
未来数月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仍将

进一步上升，因此呼吁民众继续提高
警惕，及时采取灭蚊防蚊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寄生虫病研究专
家加夫雷·加拉帕西西日前表示，随
着菲律宾进入雨季后降水增多，该
国登革热疫情可能还将持续1至 3
个月。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经蚊
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在热带和
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症状包括持续
发热、头痛、肌肉痛、关节痛等，严重
时可致死亡。

今年以来，登革热疫情肆虐菲律
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
家，各国纷纷采取发布警报、积极灭
蚊等措施加强防控。

登革热已致菲律宾逾千人死亡

图为菲律宾安蒂波洛，市政工作
人员喷洒杀虫剂以杀灭传播登革热
的蚊虫。 新华社/法新

第74届联合国大会
将于9月17日开幕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1日电（记者王建刚）据
联合国网站11日公布的最新日程安排，第74届联
合国大会将于本月17日开幕，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
24日开始举行，纽约联合国总部还将举行气候行动
峰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等多场高级别会议。

第74届联大的主题聚焦：激励多边努力消除
贫困，促进优质教育、气候行动和包容性。联合国
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说，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从9
月24日持续至9月30日，届时100多位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或高级代表将就人类共同面临的重
大威胁与挑战商讨应对之策。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
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于
每年9月至12月举行常会。常会通常分两个阶
段，前段为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审议列入
议程的各项议题阶段。

2019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车展10日迎来首
个媒体开放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
城汽车等中国车企纷纷推出全新产品亮相车展，
吸引众多目光。

图为在车展首个媒体开放日期间拍摄的一汽
红旗S9跑车。 新华社记者 逯阳 摄

中国车企携新产品
亮相法兰克福车展

以色列南部遭火箭弹袭击
以总理被迫临时撤离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10日电（记者陈文仙
尚昊）当地时间10日晚，以色列南部遭受来自加

沙地带火箭弹的袭击，在以南部城市做竞选演讲的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被迫中断演讲临时撤离。

当晚，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和阿什杜德
拉响火箭弹袭击警报。据以色列媒体公布的视频
显示，正在阿什杜德发表竞选演讲的内塔尼亚胡被
迫中断演讲，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紧急离开讲台。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一名新闻发言
人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内塔尼亚胡后来重新回到
讲台完成了演讲。根据以色列议会日前通过的议
案，以色列将于9月17日举行议会选举。

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从加沙地带
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的两枚火箭弹，均被以军“铁
穹”防御系统拦截。火箭弹袭击后，以色列警方加
强了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要求市民保持警惕。

内塔尼亚胡称
将把约旦河谷纳入以领土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10日电（记者尚昊
陈文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日说，如果他
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本月17日举行的议会选举
中获胜，以色列将把约旦河谷纳入其领土。这一
表态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谴责。

内塔尼亚胡在当晚的电视讲话中说，如果赢
得选举，他将把约旦河谷和死海北部纳入以色列
版图，这将是一次“历史性举动”。他表示，吞并约
旦河谷将成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更广
泛主权的“第一步”。

在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言论后，巴勒斯坦总理
阿什提耶发表声明说，内塔尼亚胡是“和平进程的破
坏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日表示，如果内塔尼
亚胡这样做的话，巴以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将作废。

约旦河谷约占约旦河西岸地区面积的三分之
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占领
约旦河西岸，随后开始在此兴建犹太人定居点。
据以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约旦河西岸犹太人
定居点人口为44.8万。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官员提前向美国
白宫通报了内塔尼亚胡的讲话内容。以媒体普遍
认为，内塔尼亚胡抛出上述言论，意在为自己和利
库德集团造势拉票，寻求国内右翼势力支持。

新西兰执政党
工党主席霍沃斯辞职

据新华社惠灵顿9月11日电（记者卢怀谦
郭磊）新西兰总理兼执政党工党党魁阿德恩11

日通过网络媒体发表声明宣布，接受工党主席霍
沃斯当天提出的辞职请求。

据新西兰媒体报道，霍沃斯辞职是因为对一
件党内成员涉嫌性侵事件处理不当。

据报道，一名工党志愿者9日通过网络曝光
说，她曾被一名工党成员性侵，她先后向霍沃斯及
相关工作小组投诉。霍沃斯发表声明回应说，工
党调查的所有投诉都与性侵无关，并向投诉女子
明确表示，工党不是处理性侵事件的机构，她最好
交给警察处理。

10日，网上传出一封自称来自工党内部的
“致总理的公开信”，要求阿德恩对事件立即采取
行动，并要求霍沃斯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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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日改组内阁及
自民党高层。19名内阁成员中，人选或职
位有变动的多达17人。安倍当天声称，
将在其任期内竭尽全力达成修宪目标。

但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内阁“大换
血”更多体现安倍对亲信和自民党内
各派阀支持者的“论功行赏”。与修宪
相比，经济和外交恐怕是新内阁面临
的更迫切课题。

安倍曾在此次内阁改组前表示，
要打造“能够确保政治稳定和迎接新
挑战的强力布局”。因此，虽然新内阁
有17人变动，但支撑安倍政权的副首
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
官菅义伟的留任早已内定。

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出任首相
以来，多次改组内阁并调整自民党领导
层，但不论改组幅度大小，安倍、麻生和
菅义伟组成的“铁三角”始终不变。

此次内阁改组的一大看点是，前首
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年仅38岁的小泉进
次郎首次入阁，被任命为环境大臣，成
为日本战后进入内阁的最年轻男阁僚。

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此次提携小泉
进次郎有两个用意。一是利用小泉进次
郎在民众中的高人气为新内阁“长脸”，
二是小泉进次郎与其父对政府时有批评
之声，招纳其入阁能堵住小泉父子的嘴。

此外，前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转任防
卫大臣，曾担任过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的
茂木敏充因其在日美贸易谈判中的表
现获安倍首肯，被任命为外务大臣。

安倍称，新内阁的定位为“稳定与
挑战”，但在野党和有识之士批评说，安
倍新内阁可谓为“友人内阁”。此次入阁
的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总务大臣
高市早苗、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厚生
劳动大臣加藤胜信等均为安倍核心亲信
圈的要人，且政治保守色彩浓厚。

韩国媒体甚至评价说，这将是一
届“对韩强硬内阁”。

内阁新名单正式公布前，11日上
午，自民党召开总务会议，确定党内高
层人事安排。今年 80 岁的自民党干
事长二阶俊博和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
雄留任，原奥运大臣铃木俊一、原自民
党干事长代理下村博文分别出任自民
党总务会长和选举对策委员长。

安倍在自民党总务会议上表示，“全
党要团结一致努力推进宪法的修改”。

但分析人士认为，今年 7 月日本
参议院选举后，修宪势力丧失了能推
动修宪动议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席位
优势，安倍政府推动修宪的难度大
增。安倍这次改组内阁前后强调此
事，更多是为了维护修宪的党内士气。

与修宪相比，经济和外交才是新内
阁的当务之急。按照原计划，日本将在今
年10月再次提高消费税率，但受当前全
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影响，能否如期提高
尚存变数。此外，日本与韩国、俄罗斯、朝
鲜等周边国家的外交要么恶化，要么迟
滞，如何突破，恐怕也是新内阁的一块

“心病”。 （新华社东京9月11日电）

安倍内阁“大换血”
内政外交挑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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