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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局】美國正在放棄世界領導權？別被忽悠
（綜合報導）近日，一年一度的亞洲安全會議——“香格里
拉對話”在新加坡閉幕，美國防長馬蒂斯終於可以長舒一口氣了
。
近期動蕩的國際安全局勢，以及特朗普政府對多邊協定的遲
疑態度，讓眾多亞洲國家萌生了不安全感。這其中，尤以美國盟
國為甚。而本屆“香格里拉對話”，作為特朗普就任以來的首次
亞太地區安全領域高級別會議，毫無疑問地，被各國當作了解美
國新政府亞太政策的契機。
面對著周圍審視的目光、頻繁的詰問，率團參會的馬蒂斯防
長，自然背負著不小的壓力。於是，他做了兩件事——贊中國，
和懟中國。
看似矛盾的表態背後，其實是美國對保有其主導地位(primacy)的決心——而這正是美國對於轉變中的亞太戰略秩序的回應
。諸國的不安全感，也正是源於這個轉變中的亞太戰略秩序。
畢竟，一段時間以來，國際輿論對特朗普政府的一個感覺是
：美國似乎正在實用主義地向內“收縮”。反复要讓北約、亞太
盟友承擔更多軍費，退出 TPP 和巴黎協定，揚言要重新和加拿大
、墨西哥談判北美自貿協定……而在中國國內，也出現了很多關
於是否要“接棒”美國在國際上留下的權力真空的討論。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判斷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意圖呢？在現象背後
，中國又該如何做出自己的戰略選擇？
一直以來，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主導著亞洲。必須承認的是，這個秩序一度給地區帶來
相對的穩定，提供了發展的機遇，各國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受益。
然而，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如曾經稱霸海洋的日不落帝
國而今退守不列顛群島一樣，美國也不可能永遠將世界劃歸其霸
權之下。隨著經濟實力的變化，各國的力量在重新分配，各自的
影響和訴求也在轉變，這也就意味著國際秩序和結構的重塑升級
。這個由力量分配推動的結構轉型是客觀的，不以任何國家、任

何個體的意志為轉移。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這樣一個變革的
時代。若以購買力平價(PPP)來丈量國內生產
總值(GDP)，那麼早在 2014 年，世界前四位經
濟體，就有三個都是亞洲國家，直到 2050 年
都不會改變。中國將一直是最大經濟體，美
國則會從 2014 年的第二位下跌到 2050 年的第
三位。
隨著經濟力量增加的，是各國對於持續
發展的訴求，而原有的一些體制已無法滿足
這些訴求。包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一帶
一路和亞投行在內的多個區域機制，正反映
了各國對國際制度革新的期待——當然，舊
有體係也會做出反應。昨天，在澳大利亞訪
問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就說了，“美國不會
允許中國用經濟實力來擺平一切”。
同時，力量的變化也帶來了影響力的變
化。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一方面堅決捍衛
本國利益，一方面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當然
，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觸碰到現今主導國美國的利益，也會
引起周邊一些國家對於中國強大實力的擔憂。這些，都是亞洲戰
略秩序轉型期的組成部分。
身處這樣一個轉型期，不同國家都給出了自己的應對措施。重要
的是，我們必須要用戰略定力和宏觀視角來看待他國的舉動，不
能拘於一時，囿於一事。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澳大利亞的言論
美國對於當前亞洲戰略秩序轉變的應對，可以從其防長馬蒂
斯在本屆“香格里拉對話”的演講中體現出來。

在演講中，馬蒂斯無時無刻不在強調美國對亞太安全秩序的
承諾，無時無刻不在保證美國會繼續保持其在亞洲的存在。針對
兩大關切地區，朝鮮半島和南海，馬蒂斯既肯定中國對朝鮮施壓
，也強調美國會繼續與中國在此問題上合作；同時，指責中國在
南海的填島行動，表示美國會繼續在爭議海域開展“自由航行”
。除此之外，馬蒂斯還再次向美國盟友做出承諾，美國會繼續加
強聯盟體系建設，不會置盟友於不顧。這些都展示出，面對著戰
略秩序的變動，美國選擇繼續維持其地區主導權以及原有的地區
秩序。

薩德部署用地環評重啟 美指揮官急赴星州視察
（綜合報導）繼韓國總統文在寅 5 日指示國
防部重新對“薩德”用地進行適當的環評，6 日
，韓國國防部相關人士透露說，該部已著手開
展相關工作，將在與青瓦台溝通後製定出新的
環評方案，具體計劃尚未確定。而就在當天，
美國“薩德”系統負責人訪問了“薩德”部署
地。
據韓國《中央日報》6 日報導，韓軍方消息人士
說，美國國防部導彈防禦局局長詹姆斯•敘林
當天上午訪問了位於慶尚北道星州高爾夫球場
的“薩德”基地。敘林此行一是巡視“薩德”
部分裝備，二是激勵負責操作該系統的官兵。
報導稱，據推測，有一輛“薩德”發射車當著
他的面進行試演。目前，尚不清楚敘林在星州
講了什麼。

敘林是美國導彈防禦系統(MD)專家，負責規劃
包括“薩德”在內的美國 MD 系統草圖。他於 4
日抵韓，並於 5 日下午同韓美聯合司令部司令布
魯克斯一起訪問青瓦台，與韓國國家安保室室
長鄭義溶進行面談。布魯克斯是發生緊急情況
時，負責按下“薩德”攔截導彈發射按鈕的指
揮官。
這一會面發生在青瓦台發布關於漏報“薩德”
移動發射車追加入韓的調查結果約 3 小時前。韓
國 MBN 電視台評論說，連日來，青瓦台一邊調
查“薩德”漏報風波，一邊又向美方強調、傳
達“沒有撤回意思，調查純屬國內問題”的信
息，意在事先減少對韓美同盟關係的影響。而
美 方的態度則是“ 理解”，不是“ 同意” 或
“接受”，反映出兩國間並沒有達成完美協商

。韓聯社稱，如何說服美方或成為文在寅政府
的一項重要課題。韓政府需要在月底的韓美首
腦會談前後發揮外交智慧，以免國內的“薩德
”爭議演變為韓美外交矛盾。
據韓聯社報導，目前針對“薩德”用地的小規
模環評正在進行中，預計將於 6 月底結束。據悉
，韓國防部還考慮回到原點，重新開展大規模
戰略環評。如果這樣，情況將變得十分複雜。
大規模戰略環評將耗時一年多，“薩德”反導
系統全面投入使用的日期也只能後延。
目前對於涉“薩德”問題，執政的韓國共同民
主黨內對國防部漏報一事強硬應對的呼聲在持
續升高。韓國《國民日報》報導稱，該黨國會
議員洪翼杓 6 日在接受廣播採訪時，甚至提及將
前政府代理總統職權的國務總理黃教安列為調

特朗普明確表態
支持沙特等國孤立卡塔爾

(綜合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已明確表態支持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孤立卡塔爾的行動
。這些國家稱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特朗普
表示，必須切斷“激進意識形態”的資金來源。
報導稱，美國總統公開支持阿拉伯世界空前
行動的複雜因素是，卡塔爾是華盛頓的盟友，該
國為美軍的中東行動提供了主要軍事基地。
5 日，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埃及
和巴林等國切斷了與卡塔爾的外交關係，以及它

美精神病學教授籲川普
擱推文去睡覺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酷愛推文
，尤其特愛深夜發文，精神病學教授表示
，白宮很可能有位睡眠遭剝奪的總統，這
可能導致政治混亂，他呼籲川普，為了美
國，別再推文了，去睡覺吧。
美國臨床精神病學教授、康乃爾大學
威爾醫學院精神藥理診所主任佛里曼
（Richard A. Friedman）今天在「紐約時報
」（NYT）發表評論指出，觀察川普推文
模式，他最憤怒及最浮誇的指控都是在凌
晨發出；川普的幕僚應該告訴他，凌晨不
是好時機。
佛里曼表示，週一一大早對每個人
來說已夠不悅，可憐的白宮律師和助理今
早醒來發現，他們數月來致力讓川普禁止
數個穆斯林國家人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能獲
最高法院通過，但川普短短推文卻讓這項
努力付諸流水。
川普今晨在推特上說，「民眾、律師
和法院愛怎麼稱就怎麼稱，但我要稱它，
這是我們所需要的『旅行禁令』！」
白宮發言人和國土安全部長原本堅稱
，修改過的川普行政命令「不是旅行禁令
」。

們與卡塔爾的空域、機場和海港聯繫
。這些國家指責卡塔爾支持和資助敘
利亞、也門和利比亞等國境內的恐怖
主義，卡塔爾方面對這些指責予以否
認。
特朗普在社交網站發文提到上月他
訪問沙特阿拉伯：“在我最近的中東
之旅期間，我曾表示不能再資助激進
意識形態。領導人們指向了卡塔爾
——看吧！”
特朗普又說：“極端主義，而所有
線索都指向卡塔爾。也許這將是恐怖
主義暴行最終階段的開端！”
報導指出，特朗普的話可能引起美
國五角大樓擔憂，因為卡塔爾基地協調著美軍領
導的聯合行動，涵蓋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
以及從非洲東北部和中東到南亞和中亞的 17 個國
家。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提出美方將幫
助各方團結起來。他在訪問新西蘭時表示：“我
們認為各方有望通過對話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
鼓勵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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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對象的可能性。不過，有執政黨內核心人士
說，舉行“薩德”聽證會或對黃教安進行調查
等，目前還是黨內少數議員意見，將在 6 月舉行
臨時國會會議時充分收集黨內議員意見再做決
定。
《韓國日報》評論說，青瓦台指示對“薩德”
部署用地進行環評，讓國防部陷入進退兩難境
地。必須要推翻火速部署的既有程序，究竟由
誰、以何種方式進行真相調查，目前都尚未可
知。韓國 JTBC 電視台稱，雖然青瓦台此前調查
結果將漏報嫌疑指向國防部政策室主任魏升鎬
，然而究竟是誰下指示進行畸形環評等，圍繞
“薩德”入韓仍有很多疑問尚未揭開。

海天旅遊
電話：312-326-3800
傳真：312-326-2882

川普繼續推文砲轟，「司法部應忠於旅
行禁令原版，而非他們提交給最高法院、
已經過刪減的政治正確版本」。
佛里曼指出，如同人類生理的大部分
層面，認知功能隨日夜循環有高有低。研
究顯示，通常人們起床時，警覺性、認知
速度、記憶力和抽象推理表現最差；睡前
數小時則最佳。
因此，對多數人而言，半夜和凌晨都不
是做決定的最佳時機，更別說做出政策聲
明或政治評論。
川普對自己的睡眠習慣感到驕傲，
他曾告訴「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我不重睡，我偏愛睡 3 小時、4
小時，我會翻來覆去，腦子嗶嗶叫，我想
找出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佛里曼說，美國很可能有位睡眠遭
剝奪的總統，這令人憂心，因為這可能導
致川普已造成的政治混亂。睡眠遭剝奪會
傷害注意力、記憶、思考速度和推理能力
。
佛里曼對川普提出醫學建議，「為了這
個國家，別再推文了。去睡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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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160 S. Archer Ave. 2FL, Chicago, IL 60616
★ 代理理：聯聯合，美國，海海南，中華，達美，長榮，⽇日航，韓亞，韓航，國泰，國際，東⽅方，南⽅方等

各⼤大航空特廉機票。
★ 全⾯面綜合服務，代辦中國，越南簽證，中國護照入台簽證，量量⾝身訂作專業遊學計畫，學程規劃及

專⼈人在美⽣生活照顧。安排赴台健檢醫療，美容，微整形等項⽬目。提供中⽂文打字和翻譯服務。

廣告、新聞請洽

•

芝加哥⼀一⽇日遊（三） ⼤大⼈人$35 ⼩小孩$25

•

芝加哥周邊⼀一⽇日（四）⼤大⼈人$45 ⼩小孩$35

•

芝加哥－威⼠士康辛四⽇日遊（四）$305

•

三⼤大湖芝加哥底特律律6/5/4⽇日遊 $305起

熱⾨門線路路｜歡迎來來電洽詢
多倫倫多三⽇日美食之旅
中部完美體驗風情遊
火爆⻄西雅圖舊⾦金金⼭山遊
芝加哥美東⽂文化歷史遊
多倫倫多尼加拉瓜瀑布遊
美國66號公路路⽂文化美食之旅

具體⾏行行程請來來電洽詢，提供機場接送，包⾞車車
旅遊服務，可根據客⼾戶需求訂製⾏行行程。接待

www.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E-mail: ad-slcj@slcjmail.com

Tel:314-991-3747 Fax:314-991-2554

來來美商務考察團和旅遊團。
•
•
•
•

北京古都五天遊
尊享江南洲際8天
雲南麗江⺠民族8天
古都⻄西安兵⾺馬俑4天

•
•
•
•
•

波⼠士頓⽂文化之旅
波特蘭蘭特⾊色⼆二⽇日遊
巴哈⾺馬群島郵輪輪船遊
阿聯聯酋四天超值／豪華遊
巴拿⾺馬 San Blas Islands 四島遊

•
•
•
•

江南⽔水鄉三峽風光⼗十⼀一天
新加坡⾺馬來來⻄西亞精品六天
越南柬埔寨世界⾃自然遺產9天遊
印尼巴厘島、天堂與魔幻之島遊

亞洲
精選

私⼈人包團訂製
隨著冬季的離去，利利⽤用即將到來來的夏季，跟著海海天旅遊，到
達中國各地城市與⾃自然風光，由專⼈人為您訂製客製化的旅
遊，請撥打海海天旅遊公司專線
品質保證，價格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