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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与特朗普通话 俄美关系要翻篇？
两人均表达了改善俄美关系的意愿，
同意建设
“强劲而持久”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分析

关系改善
将面临很大难度

11 月 4 日，
俄罗斯庆祝民族团结日，
俄罗斯庆祝民族团结日
，
普京出席纪念活动。
普京出席纪念活动
。

11 月 9 日，
特朗普在美国纽约的集会现场发表讲话。
特朗普在美国纽约的集会现场发表讲话
。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 14 日通电话，两人都表达了改
善俄美关系的意愿，同意建设“强
劲而持久”的双边关系。基于大
选前特朗普对俄罗斯及俄总统普
京的积极态度，舆论认为新一届
美国政府有希望推动改善美俄持
续冷冻的关系。
就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贾庆国认为，俄美关系改
善、升温是大概率事情，但是基于
本质性利益矛盾，长远看，两国关
系改善空间有限。
普京祝贺特朗普赢得“历史
性胜利”
普京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
克里姆林宫和特朗普办公室 14
日 先 后 发 了 声 明 ，内 容 基 本 一
致。普京首先在电话中对特朗普
“赢得历史性的选举表示祝贺”。

据报道，一周前当特朗普确定胜
选，普京是全球最早表示祝贺的
领导人之一。
根据声明，两人在电话中就
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务虚
交谈，包括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和威胁、战略性的经济议题、以及
俄美两百年以来的传统交往等。
两人还同意加强合作，共同
应对“首要敌人”：国际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两人还基于这一立
场交换了解决叙利亚危机的看
法。
对俄美关系下一步，俄罗斯
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
夫对媒体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俄罗斯准备迅速采取行动修复俄
美关系。
不过里亚布科夫也承认，克
里姆林宫对特朗普的政策方针还
不全面了解，而且人们都清楚，特

朗普竞选时的表态和他今后的政
策会有不同。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亚历山
大·赫罗连科认为，美俄会努力寻
找政策“交集”，比如在伊朗核问
题上继续寻求合作，但是在诸如
叙利亚危机等问题上，华盛顿和
莫斯科根本利益不同，很难想象
会并肩站到一起。
法国《费加罗报》文章认为，
特朗普上台后，人们会看到俄美
两国领导人微笑坐到谈判桌前，
但“ 他 们 不 会 被 对 方 牵 着 鼻 子
走”，普京要实现俄罗斯的利益，
特朗普则要为美国人服务。
对美俄关系现状
“极不满意”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和特朗
普都表示对两国关系现状“极不
满意”，同意一道积极推动两国关
系正常化，并在一系列问题上进
行
“建设性合作”
。

特朗普办公室的声明说，他
表示期待发展俄美间“强劲而持
久”的关系。在竞选期间，唐纳
德·特朗普不止一次地谈到美俄
关系。他说：
“ 我始终认为，俄罗
斯和美国可以共同战胜恐怖主
义，恢复和平。我们还可以进行
双边贸易，更不用说彼此尊重带
来的其他好处。”他还表示：
“我甚
至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与俄罗斯
交好让我更想做的事。”
电话中，普京表示，俄罗斯已
经准备好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不
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同美国新政府
进行
“像伙伴一样的对话”
。
两人还强调，要着力发展双
边经贸合作，从而为两国关系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两人在电话中同意要继续保
持电话沟通，并且计划在未来实
现个人会晤。

危情之变 高球场部署
“萨德”
韩军方与乐天达成反导系统营地协议
韩国政府继续推进“萨德”
反导系统部署，已经与乐天集团
达成“换地”协议。韩联社 11 日
报道，韩国军方与乐天集团已经
同意，前者用首尔附近的京畿道
南杨州市一块国有土地换取后
者拥有的星州郡高尔夫球场，作
为
“萨德”营地。
土地价值评估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韩国
军方官员告诉媒体记者，协议达
成后，将开始上述两块土地的价
值评估。如果星州高尔夫球场
的价值高于前者，军方将以现金
或者更多土地补偿差价；如果前
者更有价值，军方将缩减用于交
换的土地面积。
韩国军方将把星州高尔夫
球场移交给驻韩美军，进而开始
规划基地建设和评估“萨德”系
统对环境的影响。
本月 4 日，驻韩美军司令文
森特·布鲁克斯在一个论坛上表
示，
“ 萨德”系统将在 8 至 10 个月
■中方反应

内在韩国部署。
“萨德”全称为“末段高空区
域防御系统”。美韩 7 月宣布，将
在韩国部署“萨德”，理由是防范
朝鲜可能发动的导弹攻击。
作为韩国的邻国，中国和俄
罗斯坚决反对这项部署计划。
中方指出，部署“萨德”无助于实
现半岛无核化，不利于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与各方对话协商解决
问题的努力背道而驰，并严重损
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国家
安全和战略平衡。
负担
“保护费”
在韩国国内，
“ 萨德”部署计
划也受到普通民众和在野党的
强烈反对。这套反导系统原定
部署在星州郡星山炮台，受到当
地民众坚决抵制，迫使韩国政府
放弃原方案，最终选择星州高尔
夫球场。但是，改变部署地点并
未平息反对声浪。
星州高尔夫球场估计价值
达 1000 亿韩元（约合 8500 万美

元）。如果韩国政府采取购买方
式，需要由国会审批。鉴于在野
党阵营对部署“萨德”持反对立
场，而且国会眼下处于“朝小野
大”的局面，因而韩国国防部偏
好土地交换方式。
韩国总统朴槿惠眼下疲于
应对“亲信干政”事件引发的空
前执政危机；另一方面，唐纳德·
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美
韩军事同盟关系面临风波。
特朗普竞选期间表示，韩国
和日本必须全额负担“保护费”，
否则将撤走美国驻军。这一表
态引发日韩不安。韩国国防部
14 日发布一份分析报告，预测特
朗普政府将会要求韩国负担更
多驻韩美军所需费用。韩国国
会 国 防 委 员 会 主 席 金 荣 祐（音
译）同一天接受韩联社记者采访
时说，大幅增加韩方份额“不仅
将加重韩方财政负担，而且可能
动摇两国联盟的根基”
。

敦促停止有关部署进程

据报道，韩国乐天集团已与 理关切，停止有关部署进程。中
韩军方协商一致，同意以土地置 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
换方式将星州乐天高尔夫球场 身安全利益。
作为“萨德”反导系统基地。外
耿爽指出，美国在韩国部署
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就此表示，“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
再次敦促有关方面正视中方合 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

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全
利益，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的努力背道而驰。中方已多次
就这一问题表达关切和明确反
对立场。

对美俄关系前景，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认为，
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有望缓
和，最终美俄关系能取得多大进
展则是另外一回事。
贾庆国认为，苏联解体后，
美国历届政府都希望与俄罗斯搞
好关系，但有三方面问题：一是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观与美国世界
观相抵触。美国搞北约东扩自认
为并不针对俄罗斯，更多是从欧
洲安全角度，认为美国是在为欧
洲各国提供安全保障。
但俄罗斯考虑安全问题时从
传统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俄罗斯
人认为美国北约东扩就是针对俄
罗斯，就是为了最终从军事上打
败俄罗斯。
二是俄罗斯分裂势力较强，
如车臣恐怖主义等。美国认为俄
罗斯打击恐怖主义面太宽，涉及
违反人权问题，俄罗斯则认为美
国不应干涉其内政，打击恐怖主
义是俄罗斯核心利益。
三是人权问题，俄罗斯有自
己的国家治理方式，美国也有一
套，自认为比俄罗斯的优越，因
此总是干预俄罗斯内政。俄罗斯
作为相对弱势一方，总会担心美
国颠覆其政权。基于上述，贾庆
国认为，美俄关系改善在初期的
和缓后，将面临很大难度。

掘墓开棺
波兰重查总统专机空难
赴俄参加活动时专机坠毁，机上 96 人全部遇难；有
党派认为专机上或发生了爆炸
波兰政府 14 日开始挖出在
2010 年总统专机空难中丧生的遇
难 者 遗 体 ，以 重 新 调 查 空 难 原
因。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暗示，
上一届政府与俄罗斯方面的调查
报告令人难以信服，空难可能涉
及
“政治阴谋”
。
调查至少持续两个月
波兰媒体报道，当天晚些时
候，已故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及其
妻子的遗体将被再次挖掘出来，
另外 81 名遇难者的遗体也将被先
后挖出。调查人员将重新进行遗
体鉴定，以及检测遗体上是否有
炸药或燃烧的痕迹。整个调查过
程将持续至少两个月。
这并不是波兰当局首次掘墓
开棺。他们早在 2012 年曾经挖掘
过卡钦斯基等人的遗体，进行脱
氧核糖核酸（DNA）检测，因为之
前
“认错人”
。
2010 年 4 月 10 日，时任波兰
总统卡钦斯基在赴俄罗斯参加
“卡
廷事件”70 周年纪念活动时，所乘
专机在俄西部城市斯摩棱斯克附
近坠毁，
包括卡钦斯基夫妇与众多
波兰高官在内的 96 人全部遇难。
黑匣子和残骸仍在俄
俄罗斯国家间航空委员会
2011 年 1 月发布了对波总统坠机
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专机失事
系机组人员受波兰高官施压，不
顾恶劣天气强行降落所致，坠机

责任在波兰方面。但波兰政府认
为，俄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不全面，
因为报告没有提到俄罗斯方面的
失误，波兰将适时公布自己的事
故调查报告。
同年 7 月，波兰公布了本国的
调查报告，称专机机组人员在收
到地面关于天气恶劣的警告后没
有及时转降备降机场，飞机在降
落时飞行高度过低、速度过快，直
接导致飞机坠毁。
卡钦斯基所在的法律与公正
党则一直认为专机上可能发生了
爆炸，而这一政党的领导人正是
卡钦斯基的孪生哥哥雅罗斯瓦
夫·卡钦斯基。
去年 10 月，作为最大在野党
的法律与公正党赢得波兰议会选
举，获得组阁资格。新政府成立
后，波兰国内开始出现重启空难
调查的呼声。
失事客机黑匣子和残骸目前
还在俄罗斯政府手中，波兰政府
多次要求俄罗斯方面移交，但遭
到拒绝。俄方称，本国调查还未
结束，
不能把材料交给波兰。
法新社报道，2015 年一项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22%的波兰民
众认为“这场空难是暗杀行为”。
调查对象也提到了其他方面的因
素，37%的波兰人认为飞行员受
到高层施压，在大雾中强行降落
导致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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