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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 日表示，
希望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为促进中美关
系发展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参议院已批准布兰斯塔德为新任驻华
大使。中方对这位新任大使有何期待？

华春莹表示，长期以来，布兰斯塔
德先生为促进中美地方交流合作作出
了积极贡献。

“我们希望布兰斯塔德先生就任美
国驻华大使后，能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
之间的交往与了解、促进中美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华春莹
说。 据新华社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23 日在世
界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
渊”北坡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第三航
段第一潜。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搭乘“蛟
龙”号成功下潜至4811米，水中时间8
小时50分，海底作业3小时11分。

本航段相关科学家认为，“蛟龙”
号所获玄武岩样品对研究马里亚纳
海沟的成因及构造演化有重要意义，
采集的生物样品则有助于促进深水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生物地理学
等研究。

作为工程下潜，本次下潜及作业
过程中，下潜团队对潜水器的航行控
制、均衡调节、水声通信与定位、机械
手等作业工具进行了全面测试，完成
了潜水器技术状态确认。

“本次下潜中，潜水器总体技术状
态稳定，各部门配合流畅，完成了既定
作业任务，为后续大深度下潜作业奠定
了基础。”本航段现场总指挥邬长斌说。

本航段是“蛟龙”号自 2013 年进
入试验性应用阶段以来的最后一个航
段，调查海域位于马里亚纳海沟和雅
浦海沟深渊区。“蛟龙”号预计进行10
次深潜，马里亚纳海沟第二潜计划于
5月25日进行。 据新华社

美国国会参议院22日以82票赞成、13票反
对的表决结果，批准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
塔德出任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布兰斯塔德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是世
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贸
易伙伴之一。他期待为实现两国互惠互利而努力。

他熟知农产品贸易，生于艾奥瓦、长于艾奥
瓦。尽管政治经验丰富，但布兰斯塔德毕竟是“外
交新兵”，能让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选中，他对
贸易的熟知、和中国的缘分、待人接物的热情圆
滑都为他加分。

形象1
“小胡子”州长 政坛常胜将军

布兰斯塔德出生在艾奥瓦州一个农场主家
庭，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艾奥瓦州当官。他是
政坛的常胜将军，有“三最”：

首次出任艾奥瓦州州长时年仅 36 岁，是当
时美国最年轻的州长；

截至目前，他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州长；
他从政以来共参加过 20 次竞选，均取得胜

利，创胜选数量之最。
1983年至1999年以及2011年至2017年间，

布兰斯塔德先后6次出任艾奥瓦州州长，干了20
多年。

从 1973 年的艾奥瓦州州众议院竞选开始，
布兰斯塔德每次竞选都没失过手。而且很神奇的
是，他从第一次竞选就蓄起了颇有特色的“小胡
子”，一直留到现在。

艾奥瓦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施密
特说，尽管留胡子在过去美国政坛被认为是男性
气概的显著标志，如今还坚持留胡子的美国政客
已经成了“稀有物种”。

对于留了 40 多年的小胡子，布兰斯塔德曾
经对媒体说，他之所以从未在竞选中失手，是因
为每次竞选都留着相同的胡子，因此他还会继续
保留自己的胡子。

形象2
遇到中国留学生合影“尽量挨个照”

看来，胡子就是布兰斯塔德的胜选法宝？这
个说法不要当真。布兰斯塔德每次都能选上，是
因为他本人非常亲民、勤勉。

艾奥瓦州华人协会执行会长燕晓哲说，艾奥
瓦州共有 99 个县，布兰斯塔德每年都会到访每
一个县，和当地民众接触。

在与艾奥瓦州支持者近期一次早餐会上，布
兰斯塔德表示，他到中国后会走遍每个省份，尽
可能地和普通中国民众接触，全方位了解中国。

留着胡子的布兰斯塔德温和可亲，也因此得
了个“圣诞老人”的外号。据燕晓哲介绍，每次布
兰斯塔德遇到中国留学生要跟他合影的时候，尽
管他的秘书和助手一般都希望集体照一个合影，
但他还是尽量让大家挨个照。

“他非常体贴中国学生的心情，知道中国人
特别愿意照相，这是一个文化的习惯。所以说他
非常体贴人情，非常为他人着想。”燕晓哲说。

作为州长，布兰斯塔德鲜有外交
经验，但特朗普为啥派他去中国当大
使呢？

首先，在特朗普心中，布兰斯塔德
懂贸易。特朗普去年在艾奥瓦州的一
次竞选集会上公开称“没有人比布兰
斯塔德更懂得贸易”。

美国驻华大使要懂贸易和经济，
这是美国政界的“潜规则”。美国前总
统奥巴马就分别选择了担任过助理
商务部长帮办和美国贸易副代表的
洪博培、前商务部长骆家辉以及前参
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卡斯出任驻
华大使。

艾奥瓦州是美国中部农业州，号称
“美国粮仓”，布兰斯塔德作为州长自然
对农产品贸易了然于胸。而且，布兰斯
塔德的贸易主张和特朗普有契合点。

布兰斯塔德虽然支持自由贸易，
但实际更重视增加出口。特朗普反自
由贸易色彩强烈，但主要反对的是美
国巨额贸易逆差和本土工作机会流
失，并非主张美国关起门来自给自足，
不与世界各国做生意。说白了，美国产
品出口不给力，布兰斯塔德和特朗普
都主张设法增加出口。

特朗普在选择执政团队时将“忠
诚”视为一个考核标准。尽管布兰斯塔
德是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代表，但他
是少数较早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竞选

总统的共和党州长之一，因此赢得了
特朗普的信任。

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布兰斯
塔德是美国国内最早一批与中国打交
道的官员代表，还与中国领导人有过
多次会面。美国国内普遍认为，他当驻
华大使有助于推动中美友好合作。

布兰斯塔德1983年首次出任艾奥
瓦州州长，该州当年即与中国河北省结
成友好州省关系。1985年，当时还在河
北省正定县工作的习近平率团访问艾
奥瓦州，同布兰斯塔德首次见面。此后，
两人还有过多次会面。此外，布兰斯塔
德在担任州长期间多次访问中国。

新华社记者在过去几年曾多次专
访布兰斯塔德。他在接受采访时都会
强调，中美保持友好关系对两国人民
利益以及全世界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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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特朗普提名布兰斯塔德背后
的考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刁大明对红星新闻记者表达
了与前述相似的观点。

他分析称，布兰斯塔德与美国总统
特朗普同龄，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他是
比较早期的支持者。他的儿子埃里克更
是特朗普在艾奥瓦州选举活动的负责
人，当时还没有正式竞选班子的特朗普
在该州选举中获得了第二名，所以布兰
斯塔德和特朗普团队甚至特朗普本人
应该有比较密切的互动。

刁大明说，“布兰斯塔德极有可能
是一个在北京担任驻华大使时，能够直
接联络到白宫又能和中国高层坦诚互
动的角色，能够进一步推动中美高层保
持直接有效的沟通。”

布兰斯塔德此前没有外交经验，在
一些强硬派的眼中，性格温和的布兰斯
塔德是一名外交新兵。

但是在刁大明看来，布兰斯塔德在
跟中国打交道方面并不陌生，而且比较
熟悉。根据统计，他在过去 7 年里就有
四次访华。同时，他在担任州长期间，有
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经验，能够较好处
理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刁大明还注意到，在本月初进行的
参议院听证会上，布兰斯塔德对中美和
世界普遍都比较关心的议题，保持了比
较专业的姿态和立场。

布兰斯塔德曾经表达过对经贸问
题的关注，曾作为州长大力推动艾奥
瓦州向中国出售玉米、猪肉、大豆等农
产品。

刁大明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
布兰斯塔德会把所有精力放在经贸方
面，他应该会比较全面地来考量对华
关系，做一个很重要的协调者或者起
到一个桥梁的作用，“目前也能看出
来，除了他所擅长的经贸方面，他在其
他领域也在努力调整、适应、学习。加
之他对中国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他是
一个比较恰当的人选，有经验，能够处
理跟中国的关系。”

此前，布兰斯塔德曾与美国外交关
系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官员以及许多中
国问题专家会面，听取他们有关中国问
题、外交政策和外交之道的建议。

（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新官上任三把火。布兰斯塔德的
第一把火可能会从贸易开始。

布兰斯塔德将好好利用在农业贸
易方面的优势，将加强美中贸易关系作
为工作的一大重点。布兰斯塔德在提名
人听证会上表示，出任美驻华大使后，
他将继续推动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这既有利于为美国创造就业，也有利于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

对于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
美国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美中贸
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表示，中美
商业关系对美国各州经济和地方经济
十分重要，布兰斯塔德对此有着第一
手的观察和了解。

美国大豆协会主席理查德·威尔

金斯则说，全球贸易对美国农业特别
是美国大豆生产商有着巨大影响，特
朗普选择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反映
了对这一影响的理解和重视。

人还没去中国，活就来了。美国各
主要农业州的参议员都在听证会上给
布兰斯塔德“派活”，期待他能“代言”
自己州的农贸产品和企业，帮助它们
打入中国市场。

艾奥瓦州的农场主和农产品企业
自然也希望“自家人”能帮他们多宣传
宣传。当地媒体在报道中说，期望布兰
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后，艾奥瓦州能
向中国出口更多大豆和猪肉。

看来，布兰斯塔德有希望成为一
名出色的美国农产品推销员。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确定

政坛老将

变身
他被广泛认为是对华友好的美国政界人士之一
美参院批准布兰斯塔德出任新任驻华大使

布兰斯塔德现年布兰斯塔德现年
7070岁岁，，19831983年至年至19991999年年
以及以及20112011年至今担任年至今担任
艾奥瓦州州长艾奥瓦州州长。。

他被广泛认为是他被广泛认为是
对华对华友好的美国政界人友好的美国政界人
士之一士之一，，美国总统特朗美国总统特朗
普去年普去年1212月提名他为下月提名他为下
一任驻华大使人选一任驻华大使人选。。

外交新兵

中国外交部：
希望美新任驻华大使
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观察观察 为什么是他？
■■美国最早一批与中国打交道的官员代表美国最早一批与中国打交道的官员代表，，曾与中国领导曾与中国领导
人多次会面人多次会面
■■特朗普称特朗普称，，没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更懂得贸易没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更懂得贸易
■■他是少数较早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他是少数较早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
州长之一州长之一

美国农产品推销员？
■■布兰斯塔德表示布兰斯塔德表示，，他将继续推动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他将继续推动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主要农业州的参议员都在听证会上主要农业州的参议员都在听证会上““派活派活”，”，期待他能期待他能
帮助打入中国市场帮助打入中国市场
■■艾奥瓦州的农场主和农产品企业也希望艾奥瓦州的农场主和农产品企业也希望““自家人自家人””能能
帮他们多宣传宣传帮他们多宣传宣传

缺少外交经验
是一个问题吗
■■在在刁大明看来刁大明看来，，布兰斯塔德在跟中国布兰斯塔德在跟中国
打交道方面并不陌生打交道方面并不陌生，，而且比较熟悉而且比较熟悉
■■过去过去 77 年四次访华年四次访华，，担任州长期间担任州长期间，，
有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经验有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经验
■■““对中国比较熟悉对中国比较熟悉，，是一个比较恰当是一个比较恰当
的人选的人选，，有经验有经验，，能处理跟中国的关系能处理跟中国的关系””

前瞻前瞻

观点观点布兰斯塔德
何许人也？

希望任内
探访中国各地

布兰斯塔德本月初表示布兰斯塔德本月初表示，，他他
希望为美中关系带来积极影响希望为美中关系带来积极影响，，
并表示作为艾奥瓦州州长并表示作为艾奥瓦州州长，，他见他见
证了积极健康的美中贸易关系的证了积极健康的美中贸易关系的
重要性重要性。。

他还说他还说，，美中关系涵盖多个美中关系涵盖多个
层面层面，，他希望在大使任内探访中他希望在大使任内探访中
国各地国各地，，广泛接触民众广泛接触民众，，以延续两以延续两
国生机勃勃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国生机勃勃的文化和思想交流。。

在世界最深处下潜
蛟龙“试水”4811米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 据新华社、新华社客户端

布兰斯塔德是少数较早公开表态支持
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州长之一

布兰斯塔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布兰斯塔德从首次竞选就蓄起了“小胡子”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23日上午在首
尔中央地方法院首次出庭，接受其有
关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18项罪名的
审理。在当天的庭审中，朴槿惠方面否
认了检方全部指控，坚称无罪。

外衣有囚号 戴着手铐

当地时间上午9时多，押送朴槿惠
的车辆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批捕
后首次露面的朴槿惠神情憔悴，素颜
出镜的她身着标有囚号的深蓝色外
衣，戴着手铐，在看押人员押送下快步
下车，走进法院。

在看守所和法院外，均有百余名
朴槿惠支持者情绪激动，高喊口号，要
求释放朴槿惠。考虑到此次庭审关注
度较高，法院决定将此次庭审对公众
开放，允许媒体拍摄庭审开始前画面，
还有数十名韩国民众现场旁听。

当地时间10时许，朴槿惠案件的审
理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法庭开
庭。该法庭也是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
曾经出庭受审的地方。朴槿惠也因此成
为继卢泰愚、全斗焕后的第三位以被告
人身份出庭受审的韩国前总统。

朴槿惠回答：无业

由于朴槿惠好友崔顺实和乐天集
团会长辛东彬均涉嫌“朴槿惠案”中有
关重要指控，两人当天也同时作为被
告出席庭审。

法官宣布开庭后，朴槿惠和崔顺实
依次进入被告席，并坐一排。审判长当
庭决定将朴槿惠和崔顺实并案审理。这
是“亲信干政门”丑闻曝光以来，朴槿惠
与崔顺实首次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二
人没有眼神交流。朴槿惠进入法庭前被
摘掉了手铐。在审判长问及职务时，神
情淡漠的朴槿惠仅仅回答“无业”。

崔顺实哽咽：我是罪人

庭审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控辩双
方各执一词。检方认为朴槿惠向亲信
崔顺实泄露国家机密、滥用职权，并指
责朴槿惠与崔顺实为一己私利践踏法
治精神、共谋利益。

对此，朴槿惠律师柳荣夏在法庭
上否认检方全部指控，坚持无罪辩护。
律师结束陈述后，审判长问及朴槿惠
意见，朴槿惠仅简单回答“与律师立场
一致”。崔顺实在庭审上哽咽称，自己
让有40多年交情的朴槿惠站在了法庭
上，是罪人，但同时也极力否认检方指
控。当天参加庭审的辛东彬也否认检
方指控，声称无罪。

当天庭审结束后，法院宣布将于
25日再次开庭，朴槿惠还将出席庭审。
舆论分析认为，考虑到朴槿惠的最长
看押期限为6个月，预计法院会加快进
度，每周将会至少进行两到三次审理，
争取在今年10月前作出一审判决。

今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
针对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
惠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罢免的
总统，失去司法豁免权。检方指控朴槿
惠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强迫企业
出资等18项罪名。 据新华社

首次出庭受审坚称无罪

朴槿惠崔顺实
没有眼神交流

朴槿惠（左一）与崔顺实（右一）出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