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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在重复吗？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
家刁大明认为，特朗普解职科米，仍在总统职权
范围之内，不会像尼克松那样引发宪政危机。

考克斯调查“水门事件”得到法院支持；
理查森曾向国会承诺，不会因为自己是尼克
松提名的官员就维护尼克松的利益、干预调
查。而尼克松要求解职考克斯，无异于行政
机构同司法、立法机构对着干。按照英国广
播公司驻纽约记者尼克·布赖恩特的说法，
尼克松这是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是“教
科书般的宪政危机”。

布赖恩特在一篇报道中写道，特朗普解
职联邦调查局局长，尽管非常罕见且争议很
大，打破了政治惯例，却是宪法允许的，没有藐
视法庭。就动机而言，尼克松解职考克斯，是害
怕罪行曝光；而联邦调查局内部大多认为，特
朗普解职科米的首要原因是后者“不听话”，并
且拒绝公开澄清特朗普与“通俄门”无关。

与“星期六之夜大屠杀”不同，特朗普是按
照司法部长和副部长的建议解职科米，公开的
理由不是科米调查俄罗斯干预大选，而是错误
处理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刁大明表示，

“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当时导致司法部重组，但
科米被解职对政府稳定性的影响不大。

两者所处政治环境也不同。刁大明说，
民调显示，科米被解职后，民主党人和中间
选民对特朗普不满，共和党整体而言还是非
常支持特朗普。这意味着他没有失去“基本
盘”支持，不会像尼克松那样“众叛亲离”。布
赖恩特同样认为，尼克松当时在政治上已经
处于弱势，特朗普则依然享有国会共和党人
和“草根”民众支持。

另外，即便“通俄门”升级到类似“水门事
件”的程度，出现对特朗普非常不利的证据，弹
劾总统也缺乏条件。刁大明说，1974年美国国
会对尼克松发起弹劾时，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
占多数，而两院眼下由共和党控制。如果民主
党赢得明年中期选举，在众议院重新过半，也
很难迈过参议院三分之二同意这道门槛。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2017年，堪称欧洲的“大选年”，
近日法国大选落下帷幕，英国大选
将在6月进行，德国大选则将在9月
迎来投票日。

据德国电视一台等媒体所做的
投票点出口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
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
盟）在14日举行的德国北威州选举
中得票率领先。

在拿下德国人口最多的北威州
后，基民盟目前已连取三州（萨尔、石
荷、北威），默克尔本人在9月大选中
战胜主要竞争者社民党主席舒尔茨，
并顺利连任的可能性被外界看好。

再将一军
社民党大本营基民盟获胜

14日德国上演的是德国9月大选
前最后一场地方选举。根据民调，德

国北威州选举中，基民盟获得了至少
33%的选票，比2012年该州选举时得
票率上升7%。该州目前的执政党社会
民主党（社民党）获得约31%的选票，
低于2012年选举时的39%得票率。排
名第三的德国自由民主党获得了约
12%的选票。同时，右翼的德国选择党
得到约7%的选票，将有资格进入该州
议会。当前在该州同社民党组成执政
联盟的绿党仅获得约6%的选票。

基民盟秘书长陶贝尔对媒体表
示，基民盟此次在社民党的大本营
取得了胜利。基民盟北威州领导人
拉舍特同日表示，基民盟成为该州
第一大党派。

北威州位于德国西部，总人口
约1800万，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州。据
统计，北威州选民人数约占全德五
分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北威州选情

对于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有一定
的指向作用。

北威州从1946年至今几乎一直
由社民党主导执政，可谓该党的心
脏地带。社民党输掉这场选举，不亚
于一场“超级核事故”。

默克尔VS舒尔茨
支持率接连上演大反超

本月初，德国各主要政党候选
人已全数出炉。寻求第四个任期的
现总理默克尔，没有任何悬念地出
任德国目前联合执政的两大政党联
盟党（基民盟/基社盟）领军人，而社
民党则起用了前欧洲议会议长、德
国政坛“新人”舒尔茨。

默克尔最有威胁力的竞争对手
是社会民主党的舒尔茨，其支持率
甚至在今年4月一度超过默克尔。而

11日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显示，现
任总理默克尔以49%的支持率甩开
其主要竞争者舒尔茨。

德国电视一台指出，欧洲议会前
议长舒尔茨本次竞选的一大短板在
于，其缺乏足够具体的施政纲领。上述
民调显示，66%的选民表示不清楚舒尔
茨希望执行怎样的政策。只有56%的选
民认为，舒尔茨领导的社民党与基民
盟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性区别。

与之相对的是，72%的选民认为
默克尔的政策对改善民众的经济状
况有利，另有57%的人认为默克尔作
为总理“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遇三连败
舒尔茨将面临多重挑战

对于舒尔茨而言，社民党在他接
手后已在地方选举中遭遇三连败。其

如何在剩下的4个多月时间里重整旗
鼓，挑战默克尔的连任意图，将面临多
重挑战。舒尔茨当天向媒体承认，丢掉
作为该党票仓的北威州是社民党“一
次真正惨烈的失败”。这位来自北威州
的欧洲议会前议长表示，这一天对他
本人而言“也是一个难过的日子”。

丢掉曾长期执政、被认为是“核
心州”的北威州，对社民党的士气亦
构成不小打击。

接下来，北威州各党即将展开组
阁谈判，以产生新的执政联盟，取代
旧有的社民党加绿党组合。旨在于本
届大选中重返联邦议院的自民党，此
次也向着既定目标走出了坚实的一
步。而五年前上届北威州选举时尚未
成立的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
此次也挟7.3%的得票率一举成为该
州议会第四大党。 （法制晚报）

只剩4公里！
拉卡战役不远了

由叙利亚库尔德人主导的反对派
武装“叙利亚民主军”13日继续逼近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试图
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形成合围之势，
为即将发起的总攻布阵。观察人士认
为，美军近期决定向库尔德武装提供
火力更强的武器，明显意在为拉卡一
役做准备。

总部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
察”组织说，“叙利亚民主军”在美军空
袭掩护下，在拉卡市以外西北和东北
地区战场取得进展。“叙利亚民主军”
最靠前的战线距离拉卡市区只有大约
4公里。

库尔德媒体报道，“叙利亚民主
军”过去4天在北部战线向南推进了
186公里，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一处
纺织厂、一座监狱和一个地方党总部。

库尔德观察人士穆斯塔法·巴利
注意到，“叙利亚民主军”在空袭掩护
下，一次向前挺进8公里，进展迅速，正
逼近拉卡郊区。

一个名为“拉卡正被静悄悄地屠
杀”的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拉卡市区
的集市当天关闭，“伊斯兰国”勒令商
贩尽快撤离，“可能是由于迫在眉睫的
局势”。

“叙利亚民主军”军事顾问纳赛
尔·哈吉·曼苏尔告诉美联社记者：“我
们距离拉卡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阿卜杜
勒·卡迪尔·哈夫德利12日在叙北部塔
卜卡镇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支武装
计划今年夏天对拉卡发动总攻。

“叙利亚民主军”由阿拉伯人和库
尔德人组成，其中主力是库尔德武装

“人民保护部队”。美国把这支武装视
为叙反对派武装中战斗力最强的一
支，并提供空中掩护，派遣军事顾问，
帮助他们对抗“伊斯兰国”武装。

本月9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批准向“人民保护
部队”提供火力更强的武器，以确保夺
下拉卡。

美国国防部没有明说将向“人民
保护部队”提供哪些新武器。多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告诉美联社记
者，新武器可能包括120毫米口径的迫
击炮、机枪、弹药和轻装甲车，火炮和
地对空导弹将不在援助清单内。

（新华社）

日本陆上自卫队
一架侦察机在北海道失联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
一架LR-2联络侦察机15日上午在北海
道函馆机场附近失联，机上共有4人。

据日本广播协会援引防卫省的消
息，这架联络侦察机于当地时间15日
11时20分左右从札幌丘珠机场起飞，
11时48分左右在函馆机场附近失联。

日本防卫省当天发表声明说，此
次失联的是一架来自日本陆上自卫
队北部地区航空队的LR-2联络侦察
机，原定执行危重患者运送任务，计
划在函馆机场降落后接到病人再返
回札幌。

声明说，失联侦察机上共有4人，
包括正副机长和2名飞机维护人员，目
前已紧急派出军机进行搜救。

另据共同社报道，事发侦察机最后
出现在雷达上的位置为函馆机场以西
30公里处的厚泽部町鹑坝附近。据悉，
事发时当地气候条件较差。（新华社）

韩国总统府
确认赴华特使人选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5日公布新政
府拟派往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等
国的特使人选。其中，派往中国的特使
为前总理李海瓒，这也是他第二次被
指定为韩国总统赴华特使。

青瓦台方面表示，特使访问期间
将向相关国家转交韩国总统文在寅的
亲笔信函，表达新政府加强合作的意
愿。同时，特使还计划与相关国家高级
官员会面，介绍新政府政策，并就如何
发展双边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青瓦台在一份媒体材料中说，特
使人选熟悉新政府的外交规划和理
念，他们将在韩方与相关国家协商确
定访问日程后尽快动身。

李海瓒2004年至2006年在时任总
统卢武铉政府内任国务总理，2003年2
月曾作为候任总统卢武铉的特使访问
中国。他多次当选国会议员，被认为是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内资深人士。

总统府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
告诉新华社记者，李海瓒访华期间计
划与中方人士就两国关系广泛交换意
见，包括“萨德”问题和朝鲜半岛事务。
据悉，李海瓒所率领的访华团还将包
括国会议员、前驻华外交官以及智库
研究员等多名成员。

青瓦台当天还确认前韩国《中央
日报》社长洪锡炫为赴美特使、共同民
主党籍国会议员宋永吉为赴俄特使、
共同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文喜相为赴日
特使、西江大学教授赵润济为赴欧盟
及德国特使。 （新华社）

德国大选前最后一场地方选举 基民盟顺利拿下人口最多州

连下三城 默克尔四连任有戏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突然解职
正在调查“通俄门”的联邦调查局（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令美国舆论嗅到了
40多年前“水门事件”的味道。一些媒
体甚至将此举与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
松解职特别检察官引发的“星期六之夜
大屠杀”相提并论。

不过，一些专家指出，无论解职行为
的性质、理由，还是从华府政治格局、民
意基础看，特朗普炒科米鱿鱼的后果不
会太严重，很难演变为新的“水门事件”。

特朗普9日炒掉时任联邦调查局局
长科米，3天后又对科米喊话，暗示有记
录两人私下谈话的录音带，让科米“别
乱说话”，招致更多批评，也引发媒体对
美国总统秘密录音史的讨论。

1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援引一名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前任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在白宫期间未曾对私
人会见录音。

“我们显然不对私人会见录音，奥巴
马当政期间的白宫，没有秘密地录下私
人会晤的内容，”这名前白宫官员说。

这名前白宫官员补充说，通常情况是，
当有记者在场时，才会动用录音设备。白宫
新闻办公室的速记员会“用录音设备录音，
有时现场还有麦克风”，以便速记员根据录
音，将采访内容转录为媒体简报。

特朗普12日在推特上发表的原话是：
“他（科米）在向媒体爆料前，最好希望不存
在（录下了）我们之间对话的‘录音带’。”当

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
访时，拒绝说明是否真的存在记录两人谈
话的录音带。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也拒
绝透露白宫是否对特朗普与科米的谈话进
行录音。多名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根据“水门
事件”后出台的一项法律，要求特朗普交出
任何可能存在的相关录音。

而这并非特朗普首次谈及监听私人
谈话的话题。3月4日，他曾指控奥巴马在
大选期间下令窃听纽约特朗普大厦内其
住所兼办公场所。对此，奥巴马发言人当
即否认，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
席、共和党众议员德温·努涅斯3月晚些
时候也说，没有发现支持特朗普这一指
控的证据。

美联社援引3名特朗普前雇员的话
报道，特朗普以前办公时，除了担忧办公
室和电话遭人监听外，自己也会录制通
话内容，经常询问助手是否录制成功，这
件事“广为人知”。按照联邦法律和纽约
州法律，只要对话双方至少一人知道对
话被录音，那么录音行为就不违法。

CNN说，如果特朗普在推特上提到
的录音带真的存在，那么他将成为继
1974年辞职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之后，第一位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录音的
美国总统。

“尼克松给总统们留下的一个教训
是，不要录下你在椭圆办公室的谈话，”
纽约大学教授蒂莫西·纳夫塔利说，“这

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美联社说，从富兰克林·罗斯福起，美国

总统就有秘密录音的习惯。约翰·肯尼迪、林
登·约翰逊等美国总统都曾录下白宫内的谈
话内容。但尼克松的秘密录音是最出名的。
因为正是他的录音内容，成为对“水门事件”
的调查中“出卖他”的重要证据。

法新社报道，尼克松于1971年2月至
1973年7月对自己在白宫的电话通话和
会议秘密录音，时长3700小时。1973年7
月16日，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
黑格下令将椭圆办公室内的录音系统
——位于总统书桌内的5个窃听设备完
全拆除。但为时已晚，次年，尼克松因“水
门事件”被迫辞职。

前白宫官员：奥巴马从不私下录音

以前办公时 特朗普会录制通话内容

解职科米，在总统职权范围内

专家：
难以引发宪政危机

新闻分析新闻分析

1973年10月20日，星期
六，白宫宣布，解除“水门事
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
考克斯的职务。司法部长和
副部长因拒绝解职考克斯，
同遭解职。消息发布时，已是
晚上，美国媒体遂冠之以“星
期六之夜大屠杀”这样耸人
听闻的大标题。

““星期六之夜大屠杀星期六之夜大屠杀””

正 调 查“ 通 俄 门 ” FBI 局 长 被 解 职

解职解职FBIFBI局长局长
特朗普突然解职正在调

查“通俄门”的FBI局长詹姆斯·
科米，令美国舆论嗅到了40多
年前“水门事件”的味道。

尼克松于1971年2月至1973年7月对自己在白宫的电话通话和会议秘密
录音，时长3700小时。1973年7月16日，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下
令将椭圆办公室内的录音系统——位于总统书桌内的5个窃听设备完全拆
除。但为时已晚，次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

考克斯被解职前，“水门
事件”核心人物之一、白宫办
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被
迫辞职；科米被解职前，“通
俄门”主角、特朗普的首任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
林被迫辞职。两人的辞职都
未能阻止丑闻继续发酵。

相似之处相似之处

不同之处不同之处
与“星期六之夜大屠杀”

不同，特朗普是按照司法部长
和副部长的建议解职科米，公
开的理由不是科米调查俄罗
斯干预大选，而是错误处理希
拉里“邮件门”。

又一起
“水门事件”？
“水门
事件”

特朗普与詹姆斯·科米 资料图片

被特朗普炒掉的詹姆斯·科米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