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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美塔举行此次谈
判是出于各自需求，虽然双方谈判后
的表态相对积极，但实质性成果有限。
由于双方缺乏互信，今后谈判要取得
实际进展还面临诸多困难。

各有所需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塔利班能
够顺利举行此次谈判，并且有关公开
表态都相对积极，其中的重要原因是
双方各有所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
所长王世达说，塔利班要解决目前面临的
诸多问题都绕不开美国。比如国际承认问
题，如果没有美国带头，很多西方国家不
会承认塔利班政权；塔利班目前还在美国
财政部的制裁名单上，美国冻结了阿富汗
的海外资产。与此同时，美国目前对塔利
班方面也有诉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
恐，而且美国从阿富汗安全撤出本国及其
他国家人员也离不开塔利班的合作。

美国与塔利班曾在多哈进行多次谈
判。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
认为，此次谈判是美国与塔利班此前在多
哈对话并于去年2月签署“和平协议”的延
续。这次会谈的意义在于，美塔在阿富汗
政局发生变动后有了首次正式接触。

困难重重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和塔利

班会谈后表态积极，但并不意味着会
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未来在美方解
除制裁、承认塔利班政权以及双方反
恐合作等问题上都存在很多困难。卡
塔尔半岛电视台此前的报道也认为，
美国和塔利班的要价存在相当大的

“鸿沟”。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方在谈

判中拒绝了塔利班提出的解冻数十亿
美元资产的要求。朱永彪指出，美国在
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方面立场比较强
硬，可能将视塔利班履行对美安全承
诺的情况确定对此事的态度。

在承认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方
面，这次谈判也没有取得成果。美国已
明确表示，此次会谈不是承认塔利班
政权的序曲。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
表示，此次会谈不是关于承认塔利班
的。朱永彪说，在承认塔利班政权问题
上，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较大，在目
前情况下，美国不会带头承认塔利班。
王世达认为，美国将把承认塔利班政
权作为筹码，以此向塔利班施压，迫使
其做出让步。

对于美方看重的反恐合作问题，
塔利班的立场也比较强硬。朱永彪认
为，塔利班并不信任美国，尤其不信任
美国情报机构，担心美方会趁机扰乱
阿富汗局势，所以拒绝与美国合作打
击“伊斯兰国”。 据新华社

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宋永吉
11日确认，京畿道知事李在明赢
得党内预选，将代表这一执政党
参加明年总统选举。

另一名竞选人、前国务总理
李洛渊就预选结果提出异议，要
求“对决”投票。

李在明承诺强势改革房地产
等经济、社会政策并努力根除腐
败。只是，他牵涉的一起土地开发
丑闻正在迅速发酵，可能成为通
往青瓦台路上一枚“定时炸弹”。

得票勉强过半

宋永吉说，依照党章党规，共同
民主党确认李在明为总统候选人。

李在明在各地巡回预选和三
次选举人团投票中综合得票率为
50.29%，李洛渊以39.14%排名第
二。前法务部长官秋美爱、现任国
会 议 员 朴 用 镇 得 票 率 分 别 为
9.01%和1.55%。

预选结果出炉数小时后，李
洛渊阵营提出异议，理由是前国
务总理丁世均、现国会议员金斗
官中途退出，所获选票被视为无
效票，没有计入总数，导致李在明
得票率过半。

如果把这两名竞选人所获票
数计入，选票总数将从大约146万张
上升至148万张。那么，李在明得票
率 依 然 排 名 第 一 ，但 将 降 至
48.38%，低于半数，意味着他必须
参加“决胜轮”，与李洛渊对决。后者
竞选团队11日坚持认为无效票处
理方式有误，要求举行最终投票。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李在明
当选执政党总统候选人符合舆论
预期。只是，按照媒体先前预测，
他的综合得票率或许能达到56%
左右，结果却是勉强过半，原因是
李洛渊在第三次选举人团投票中
得票率为62.37%，远高于李在明
的28.3%。

丑闻可能“爆炸”

韩国媒体认为，李洛渊在第
三次选举人团投票中出人意料力
压李在明，可能与后者涉嫌京畿
道城南市2015年大庄洞土地开发
项目腐败丑闻有关。作为时任城
南市长，李在明力推这一项目。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当
时，名不见经传的“火天大有资产
管理公司”被选为这一土地开发
项目的民间合作伙伴，经由“私订
合同”而非竞标拿下五个地块，且
拿地价格只有其他开发商中标价
格的65%左右。按照韩联社的说
法，这家资产管理企业及其附属
企业获得上千倍于投资的利润。

检察部门已经着手调查。李
在明提拔的城南城市开发公司一

名原高级管理人员前不久被逮
捕，涉嫌在大庄洞开发项目的合
作伙伴选择中起关键作用，设计
利润分配方案，使火天大有公司
获利，继而令城南市蒙受损失。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指认
李在明是“主谋”，呼吁展开独立
调查并敦促李在明退选。李在明
否认所有指认，称那是“假新闻”
且自己没有从中获利分毫。

韩联社报道，预计国民力量
党将抓住大庄洞地产弊案，猛批
李在明“知情便是腐败，不知情是
无能”。这桩腐败丑闻将伴随整个
选战，可能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选举形势混乱

李在明现年56岁，从政前是
一名人权律师，以直言快语著称。
他2017年参加共同民主党预选，
不敌现任总统文在寅，但积聚不
少人气。

李在明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
名的演讲中说，他如果当选，将

“马上实施强有力的房地产市场
改革”，打破房地产市场暴利。

他说，这场选举将是与腐败
的“终极对抗”，“我们必须决定是
要回到黑暗的过去还是作为一个
有希望的新国家出发”。

李在明最早可能在月底辞任
京畿道知事，在国民力量党下月5日
提名总统候选人前全力投入选战。
总统选举定于明年3月9日投票。

韩联社分析，这次大选依然
是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决，
李在明的主要对手将是来自国民
力量党的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或国
会议员洪准杓。

4家民调机构上周发布的联
合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所获民
意支持率为26%，尹锡悦和洪准
杓分别为17%和15%。假使总统在
李在明与尹锡悦中产生，两人的
民意支持率分别为44%和33%。不
过，韩联社认为，朝野双方差距不
大，选举很可能陷入混战，中间选
民的民心所向将成为主要变数。

另一方面，李在明需要尽快
团结党内因预选而反目的力量。
他属于党内非主流派，与文在寅
保持距离，并批评文在寅政府的
经济等政策，但现在必须争取“亲
文”势力支持。

对外政策上，李在明称美国
是韩国“唯一盟友”，承诺进一步
加强韩美关系。同时，主张促进韩
中关系发展，认为韩国没有理由
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缩小自身回
旋空间。李在明在历史问题上对
日本态度强硬，但寻求把历史问
题同韩日之间其他议题分开处理
的“双轨战略”。 据新华社

有意“人道援助”

美国和塔利班在会谈结束后分
别发表声明。塔利班说，会谈“进行得
顺利”，美方同意向阿富汗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但仍拒绝承认塔利班为阿
富汗合法政权。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欣告诉
美联社，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
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在会谈中告诉
美方，塔利班将力保阿富汗领土不被
极端组织用于对美国等发动袭击。

这是美方在会谈中的关键诉求
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
斯10日发表简短声明，称会谈“坦承、
专业”，但重申美方对塔利班的评判
将基于后者的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
表态。

声明说：“美国代表团聚焦于安
全和反恐议题，以及美国与其他外国
公民、与美方合作的阿富汗伙伴的安
全撤离，还有人权议题，包括（保障）
女性实质性参与阿富汗社会生活各
领域（的权利）。”

就对阿援助，美方表态相对模
糊，只说双方讨论了人道主义援助
议题，没有提及双方是否就此达成
协议。

美方在会谈中施压塔利班允许
美国等外籍人员安全撤离阿富汗。塔
利班在声明中就此简单表述称，会帮
助外国公民“在一定原则下”撤出。

难成“反恐搭档”

多哈会谈是自塔利班8月接管阿

富汗、以美军为首的外国军队仓促撤
出后双方首次直接会谈。美方已表
明，会谈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准备承认
塔利班政权。一些美国官员告诉路透
社，这次会谈是“务实接触”。

阿富汗近期发生多起袭击事件，
包括8日一起针对什叶派穆斯林、造
成至少46人死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伊斯兰国
呼罗珊”“认领”近期多次袭击。

塔利班承诺不允许阿富汗领土
成为极端组织对外发动袭击的基地，
但表示不会与美国合作在阿富汗打
击极端组织。在会谈9日开始前，当美
国媒体问及塔利班是否会与美国合
作打击“伊斯兰国”时，沙欣明确塔利
班立场：“我们有能力独立应对。”

华盛顿一家保守派智库的高级
研究员比尔·罗焦对美联社说，在遏
制“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问题上，
塔利班不想也不需要美国的协助。

“（塔利班）为了赶走美国打了20年的
仗，最不希望的就是美国回来，它也
不需要美国的帮助。”

罗焦说，尽管铲除“伊斯兰国”在
阿富汗境内的残余势力“耗时费力”，
但塔利班具有“该有的了解和手段”。

另一方面，罗焦认为，美国也无
法真正信任塔利班。“基地”组织对美
国发动“9·11”恐怖袭击前，塔利班向

“基地”及其头目本·拉丹提供庇护，
美国正是以此为由在2001年发动阿
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如今塔
利班重新掌权，美国也不可能将其视
作“可靠的反恐搭档”。据新华社

瑞典皇家科学院11日在斯德哥
尔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三名经济学家戴维·卡德、乔舒
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
斯，以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与实证
方法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官网称，今年的获奖者——戴
维·卡德、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
多·W·因本斯——为我们提供了关
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并向我们展
示了从自然实验中可以得出哪些因
果结论。他们的方法已经扩展到其他
领域，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
与因果有关。移民如何影响薪酬和就
业水平？更长时间的教育如何影响一
个人未来的收入？这些问题很难回
答，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
较。我们不知道，如果移民人数减少
或该人没有继续学习，会发生什么情
况。然而，今年的获奖者已经证明，
用自然实验来回答这些和类似的问
题是可能的。关键是要避免出现这样
的情况：偶然事件或政策变化导致某
些群体受到不同的对待，就像医学临
床试验那样。”官网称。

戴维·卡德利用自然实验分析了
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对劳动力市场
的影响。传统经济学认为，提高最低
工资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水平
的降低。然而戴维·卡德从20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理论，
导致新的分析和更多的见解。

研究结果表明，除其他事项外，
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就业
机会减少。此外，本土居民的收入可
以从新移民中受益，而较早移民的人

则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对于学生未
来在劳动力市场的成功，学校的资源
远比之前想象的重要。

然而，来自自然实验的数据是很
难解释这一现象的。例如，对一组学
生延长一年的义务教育，但组内学生
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有些学生无论
如何都会自主学习，但这只是少数。
那么，是否有可能就多上一年学的具
体影响得出什么结论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乔舒亚·D·
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解决
了这个方法学问题，展示了如何从自
然实验中得出精确的因果结论。

根据诺贝尔奖基金会公布的资
料，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
因本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有
影响力的研究，共同开发的自然实验
框架已被研究观察数据的研究人员广
泛采用，透过阐明建立因果关系所必
需的假设，他们的框架还提高了实证
研究的透明度，从而提高了可信度。

“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以
及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方法论上的
贡献表明，自然实验是一个丰富的知
识来源。他们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我
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这给社
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经济科学奖
委员会主席彼得·弗雷德里克森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至今一共颁发
了53次，共有89人获奖，其中2位女性
获奖。86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获奖
者是2019年的获奖者之一埃丝特·迪
弗洛（Esther Duflo），时年46岁；最年
长的获奖者是2007年的获奖者之一
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
时年90岁。 综合新华社 澎湃新闻

美国与塔利班多哈会谈“顺利”结束
他们都聊了些啥？

专 | 家 | 分 | 析

美塔谈判成果有限
未来面临多重困难

当选执政党总统候选人
李在明能接班文在寅吗？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1 日
敦促美方尽快对近日发生的核潜
艇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
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日，俄罗斯军事专家科诺瓦
洛夫就10月7日美国核潜艇发生
撞击事故发表评论指出，美国部
署在亚太地区的船舶和潜艇经常
与各类物体或民用船只发生碰
撞，也造成过人员伤亡，其专业性
屡遭批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俄方人士表达的
关切。此前，中方也对碰撞事故表
达了严重关切。”赵立坚说，此次事

故发生后，美方时隔近5天才发表
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这种不负
责任、拖延遮掩的态度更令国际社
会对美方意图和事故细节产生怀
疑。美方有责任说明事故详细情
况，并解释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美方核潜艇事故到底发
生在什么地方？二是事故有没有
造成核泄漏、破坏海洋环境？三是
事故会不会影响事发海域的航行
安全、渔业作业？

“美方应采取负责任态度，尽
快对此次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
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
交代。”赵立坚说。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
就核潜艇事故三问美方

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新见解 彻底改变实证研究方法

三经济学家分享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戴维·卡德
加拿大劳动经济学家，现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

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
以色列裔美籍经济学家，现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

吉多·W·因本斯
荷兰裔美国人，现为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全称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8年，瑞典诺奖委员会正式宣布从次年起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该奖旨在奖励在
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尽管此奖项并不属于1895年诺贝
尔遗嘱中所提到的5个奖项，但一般认为此奖项与5个奖项地位相
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后，不同年代也更换了不同的名称，直到
2006年，才改为现名“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
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诺奖委员会设立的最后一个奖项，瑞典
诺奖委员会也表示，不会再设立新的奖项。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为期
两天的会谈。按照塔利班方面的说法，会谈“顺利”，美方同
意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方面表示，双方“坦诚”会谈，但愿意提供援助并不
意味着美方准备承认塔利班政权。

提到美学，不少人会想到黄
金分割定律或“黄金比例”。基于
此的一项研究评出猫界“颜值
榜”：挪威森林猫、俄罗斯蓝猫和
马恩岛猫并列第一。

英国《镜报》10 日报道，“关
于猫的一切”网站基于黄金分割
定律研究46个猫品种，用数据说

话，得出上述结论。挪威森林猫、
俄罗斯蓝猫和马恩岛猫的脸部相
关比值分别为1.65、1.65 和1.59，
最接近黄金比例，并列榜单第一。

在“颜值榜”上排名靠前的猫
还有褴褛猫、西伯利亚猫、美国卷
耳猫、塞尔凯克卷毛猫、暹罗猫、
缅因库恩猫、埃及猫和土耳其安
哥拉猫等品种。

这项研究显示，杂交品种喜
马拉雅猫相关比值为58.49，距黄
金比例颇为“遥远”，名列榜单最
后一名。这种猫的外形特征是鼻
部扁塌且短、双眼间距略宽，不过
有着波斯猫的体态和长毛，还有
着暹罗猫的毛色和眼睛。

研究测量各种猫的瞳距、耳
距、鼻长、脸长等数据，输入一个
特定程序计算，得出各品种的黄
金比例得分，据此生成猫界颜值
排行榜。

根据黄金分割定律，黄金矩
形的长边为短边的约 1.618 倍。
这一数值即黄金比例，被认为是
建筑和艺术中最理想的比例，符
合这一比例的设计总能带给人
美感。 据新华社

猫界“黄金比例”颜值榜出炉

挪威森林猫

10月7日，人们在阿富汗坎大哈领取由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物资援助 新华社发

图据诺贝尔奖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