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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專家：
政治倫理衝突下，
蓬佩奧對特朗普能保“初心”嗎 “雙面間諜”

所中毒劑的生
產設備早已轉
移到美國

2017 年 10 月
16 日 ， 在 美
國華盛頓白
宮拍攝的時
任美國國務
卿 蒂 勒 森
（左）和美
國總統特朗
普

如果特朗普治下的白宮是一屆“正常”的
美國政府的話，那麼國務卿蒂勒森早就不應該
待到現在了。問題不在於這位石油高管出身的
國務卿在就職後不久就與總統本人離心離德，
畢竟國務卿與總統相處不佳在美國絕非孤例，
不少前輩國務卿都是與總統若即若離；也不在
於他與除國防部長馬蒂斯之外的所有閣僚都鬧
翻了天，畢竟政府同僚之間的傾軋拆臺本來就
是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團結並不是其致
命的缺點；更不在於蒂勒森一開始就沒處理好
與國務院下屬的關係、成為“史上最糟糕的國
務卿”，不如說這種與官僚機構之間的緊張關
係在特朗普反而是一種“反建制”的加分項，
應該是其留任而不是去職的理由。

“忍無可忍”的總統與“拒不辭職”
的國務卿
蒂勒森的致命問題在於，他不僅與美國總
統離心離德，而且多次不加掩飾地表達出來，
不僅多次公開反對、諷刺美國總統，而且在明
知白宮希望他“離開”的情況下，還始終拒不
辭職；並且還在特朗普所厭惡的“外交建制派
”的路上越走越遠。直斥總統為“白癡”還拒
不公開否認相關報導、公開表示“老闆”“不
代表美國價值觀”，蒂勒森長期公開與最高行
政長官唱反調，特朗普能夠在去年夏天和冬天
兩次“戒急用忍”，已經算是仁至義盡。誰想
到自己沒什麼辦法的蒂勒森居然還對白宮與金
正恩取得的“外交突破”大為不滿、指指點點
。因此，解雇蒂勒森實可謂“忍無可忍”，留
待他回到華盛頓再予以公佈已經是保留了幾分
最後的顏面。
然而，華盛頓對於蒂勒森的去職的態度卻
遠沒有“蒂勒森活該”那樣一邊倒。固然是有
不少聲音出於各種理由表示蒂勒森確實“表現
糟糕”，例如在政策層面抨擊其在朝鮮問題、
伊朗和中東問題上不夠“強硬”，拖了特朗普
安全政策的後腿；或者指責其“無能的領導力
和協調力”在組織層面損害了國務院的士氣和
地位，導致諸多關鍵高級職務空缺和霧穀內部
的分裂。但是，即使不能說是主流，仍然有不
少人或委婉或直接地表達了對蒂勒森的同情以
及對其繼任者很可能“重蹈覆轍”的擔憂。在
這些同情者看來，蒂勒森的諸多“目無法度”
的做法恰恰代表了明智的政策取向，他在卡達
、耶路撒冷、路易斯維爾、伊核、中國、朝鮮
和貿易問題上與特朗普的矛盾公開化不僅不應
當受到批評，反而應該大加褒揚。在他們看來
，歸根到底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特朗普政府
的國務卿一職上既“忠於總統”又“服務於國
家”，因此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勢之下蒂
勒森好歹還是做出了“更好”的選擇，甘當衝
動白宮的嘎吱作響的“刹車”。
其實，想必特朗普對於蒂勒森的“風評變
化”也很是氣悶：明明是一個沒有任何積極作
用、只會當建制派“複讀機”的“軟腳蟹”，

反而被視為政府中“少數幾個成年人”之一；
雖然與上級、同僚和下屬的關係毫無起色，但
是在政策界中的聲望竟然不降反升。直至最後
，一切正如評論家所說：誰曾想到，管理經驗
豐富的蒂勒森會在管理表現上如此糟糕，外交
經驗貧乏的蒂勒森卻又會在政策表現上如此卓
越。
原本而言，蒂勒森的“抗命”表現甚至可
能配不上如今“毀譽參半”的評價，但是特朗
普執政本身的“特殊性”卻使得其具備了某種
“合法性”，以至於不少人願意欣然原諒甚至
是贊成蒂勒森的種種“以下犯上”之舉。在他
們看來， 下級服從上級，國務卿服從總統確
實應當是正常狀態下的政治倫理；但是當總統
本身不能代表美國政治的價值觀、不能維護美
國的國家利益時，作為下級的國務卿們至少有
權在職權範圍以“我行我素”來減少白宮對美
國的傷害，直至“光榮解職”為止。這同樣也
是一種“不服從”的政治倫理。
事實上，後一種觀點也並不是針對特朗普
的新發明。在國會的相關立法中，之所以會給
予包括國務院在內的行政部門以“固有職權”
，其目的就在於賦予其相對于總統的某種獨立
性，以矯正可能的弊政。圍繞蒂勒森去職的種
種評價，正是上述兩種同時內在於美國政治制
度之中的政治倫理交鋒的結果。目前而言，蒂
勒森的“雖敗猶榮”和後一政治倫理的抬頭也
突出反映了特朗普政權本身的合法性不足。

後蒂勒森時期的美國外交難言新意
直到被解職之後，蒂勒森都始終如一地在
建制派和特朗普之間選擇了前者。在發表臨別
感言時，蒂勒森專門感謝了國務院下屬的奉獻
和國防部同僚的配合，對其前雇主反而隻字未
提。一方面，蒂勒森的這一態度可以被解釋為
思想上的頑固不化；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樣可
以看作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從對國務院下屬的感謝可以看出，蒂勒森
將對大公司的管理方式套用到國務院雖然產生
了負面效果，但是這應該還不是他的初衷。歸
根到底，和許多已經或者即將與特朗普分道揚
鑣的精英一樣，無論效果如何，蒂勒森最終還
是選擇向傳統的政策精英示好，為此寧可犧牲
與白宮的關係。這往高處說是為了維護美國的
國家利益，但是更實際的考慮可能是維護其在
建制派中的個人聲譽。如果這一邏輯成立，那
麼問題就來了：蒂勒森的繼任者又真的能夠做
出和其前任不一樣的選擇、提升國務院在美國
外交中的地位、改變美國外交決策的機制和走
向嗎？
雖然特朗普如今將蒂勒森的可能繼任者蓬
佩奧誇的“花好桃好”，又是“精力十足”、
又是“思想在一個頻道上”，但是答案仍然不
容樂觀。

手山芋”屬性是結構性的，而不在於個人品質
。美國國務卿扮演的是在公開場合維護美國外
交政策和價值觀的角色，同時還是與眾多盟國
和非盟國的溝通管道。當前的問題在於，特朗
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變化太快、轉向太突然，這
一特徵經常會使得“照本宣科”的國務卿處於
“被白宮打臉”的尷尬境地。可以想像，除非
蓬佩奧是一個特別不在乎個人聲譽、完全為特
朗普服務的人，否則難免日後會和白宮心生嫌
隙。更何況，“位置決定腦袋”更是美國政壇
中少有的“鐵律”。雖然蓬佩奧在中情局長的
位置上幹的有聲有色，但是一旦去了下屬 7 萬
多雇員的國務院、享受了遠勝以往風光的曝光
度，能否“保持初心”實屬難料。
其次， 比起蒂勒森來，蓬佩奧可能更難
和其在國務院的下屬處好關係。因為後者更加
“政治化”，推行的是一套與國務院主流格格
不入的極端鷹派外交。畢竟，蓬佩奧緊隨特朗
普將伊朗核協議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糟糕透
頂，但是在國務院的專業人士看來這一協議恰
恰是他們在過去數年中取得的最主要外交成就
。因此，正如評論家所言，國務院的龐大官僚
機構對蒂勒森充其量是感到“失望”，但是對
蓬佩奧卻很有可能“恨之入骨”。對此，國務
院的各級官員也是心知肚明。雖然他們認為蓬
佩奧的入主可能拉近國務院與白宮的關係，提
高國務院在決策中的地位，但是這種樂觀前景
並沒有任何保證。
再次， 蒂勒森雖然不吝於在公開和內部
場合與特朗普的“衝動外交”唱反調，也與馬
蒂斯保持了進退一致的緊密聯盟，但是無論是
“蒂馬聯盟”或者傳說中的“蒂勒森-凱利-馬
蒂斯-麥克馬斯特四角”，對於特朗普特立獨
行的外交政策難言有多少“矯正”。換言之，
作為“刹車”的蒂勒森雖然聲音很響，但是卻
沒有起到多少制動的效果。至今為止的美國外
交，在關鍵問題上仍然是在特朗普而非蒂勒森
或者建制派的軌道上運轉。因此，蓬佩奧替換
蒂勒森對於始終處於“加速””狀態的特朗普
政府來說，可能不會帶來多少政策上的變化，
至多不過是短期內在對外口徑上更加一致。
與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相比，蒂勒森的去職
更多展示了特朗普強調“服從總統”這一政治
倫理的立場和決心。在特朗普看來，無論是事
實上的不服從，還是態度上的“屈尊附就”都
是不可接受的。以此看來，無論是麥克馬斯特
還是凱利，都難以成為特朗普的長期選擇，而
且是否真的存在特朗普青睞、又足以服眾的選
擇也非常可疑。畢竟，無論是服從還是不服從
總統，都能在美國政治傳統中找到依據，而這
決定了作為整體的美國政府永遠不會像一家公
司那樣對其領導人保持順從，即便只是要求表
面如此。

首先， 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一職的“燙

斯克裡帕爾及其女兒尤利婭

聯合國生化武器委員會前成員、軍事專家伊戈爾· 尼
庫林 3 月 15 日向記者表示，用於生產“諾維喬克”神經
毒劑的設備於 20 世紀 90 年代就被轉移到了美國。
3 月 4 日，前俄英雙重間諜謝爾蓋· 斯克裡帕爾及其女
兒尤利婭在英國索爾茲伯里被發現失去意識。據英國政
府消息，導致斯克裡帕利父女中毒的是前蘇聯研製的神
經毒劑“諾維喬克”。2010 年俄美互換情報人員，斯克
裡帕利屬於被交換的一員，他獲釋後在英國取得庇護。
“諾維喬克”是一系列化學戰劑的假定名稱，據推
測，這種神經性毒劑是前蘇聯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研發
的。
專家說：“根據現有的公開資料，美國防化部隊耗
資 400 萬美元銷毀了‘諾維喬克’神經毒劑儲備。銷毀時
間大約是在 90 年代末，有相關的報導。”
他指出，現存的“諾維喬克”神經毒劑儲備位於烏
茲別克斯坦。
尼庫林說：“此外，美國人將這一毒劑的生產設備
運回美國了。”
據報導，12 日下午在英國下議院內，特蕾莎•梅表
示，斯克裡帕爾父女體內毒素，是來自一種蘇聯時期研
製的“軍用級神經毒劑” 諾克斯克”。並發出通牒，要
求俄羅斯在 24 小時內給出說法。國政府發出通牒的當日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俄方已經聲明，有關俄羅
斯涉及斯克裡帕爾在英中毒事件的一切都是無稽之談，
莫斯科與此毫無關係。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在參加電視政論節目
時稱，俄方不會回應英國首相的最後通牒，俄方對英國
懲罰俄羅斯的威脅不會置之不理！英國是一個有核國家
（說話應該負責任），這是在給誰 24 小時呢？
據報導，英國首相特蕾莎∙梅 14 日在議會發言時，
正面指責俄羅斯與前俄英雙重間諜斯斯克裡帕爾及其女
兒在英國索爾茲伯里中毒有關。俄羅斯外交部此前已對
此予以駁斥，俄駐英使館向英外交部遞交照會，指出雙
方應就索爾茲伯里的神經毒劑事件聯合開展調查。特蕾
莎∙梅無視俄方聲明，宣佈對俄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
倫敦要求 23 名俄羅斯外交官離境，暫停與俄的一切雙邊
接觸，並撤銷對俄外長拉夫羅夫發出的訪問倫敦的邀請
。
據“今日俄羅斯”3 月 15 日報導，英、美、法、德四
國領導人發佈聯合聲明稱，前雙面間諜斯克裡帕爾（Sergei Skripal）中神經毒劑一事是俄羅斯對英國主權的侵犯
，而且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頭一次發生出於
攻擊性目的使用神經毒劑的事件。
俄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表示，俄方否認任何有關
參與斯克裡帕利中毒事件的指控，所有指控都是“無稽
之談”。他強調稱，俄羅斯希望獲取涉案資料，但被拒
絕。他還表示，如果倫敦能夠承擔《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中屬於該國的責任，那麼俄方願與英方就該案進行合
作。

堪城新聞‧堪城華人黃頁
堪城新聞感謝您多年的支持，為豐盛堪城新聞園地、促進社區人士更廣泛交
流，歡迎提供各類活動、商業、得獎、溫馨社區人與事或和華人社區相關事
件等文稿，或可與本報聯繫。
電話：913-850-0781或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 e-mail：slcj@sprintmail.com

好中餐Buffet店出
售，聖路易斯附近幽
靜安全小鎮，生意好
3/15 – 4/5
3/1-3/22
，位置佳，包賺錢。

573-885-6395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水
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大
2/8-5/3 P
小工程一條龍服務，二十年經
驗，免費估價，請電陳師傅

816-787-5098

快速通過聯邦按摩考試

不需要英文基礎，聯邦考試培訓， 不耽誤工作，政府承認。專業
考題（2016年 下半年 已陸續更新的最新試題），100%通過，可
用於31個州。代辦各州執照及學時證書。
12/21 - 1/11

贈送教學配套光碟

培訓只限於堪薩斯州堪城地區及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其他地區可
提供試題和光碟
請聯繫

626-863-9025 （Kevin）

退休餐館出售

中醫院急售

房租$1500，觀光區。正常
開，月可達3萬多。生意好
3/29-4/19
，小費佳。價格可商議。

退休轉讓，地點好，設備齊
全，1000(sq ft)，月租$800
，賣1萬5

816-531-2272
913-962-1832

10120 St Charles Rock Rd,
St Ann, MO 63074

www.kcpeking.com

小Town Buffet
店轉讓，月銷
3/8-3/29
4萬5，包賺錢

3/8-3/29
314-504-9766

堪城
新聞

堪城分類廣告請洽
2/7-2/28 P

2/7-2/28 P

913-850-0781
1-314-991-3747

中日餐館出售

餐館請人

店全新，適合家庭店
3/22-5/10
回國急需賣店，價格面議

誠請炒鍋或幫炒、
3/8-3/29
打雜各一名

在Independence

415-832-0281 917-704-2987 913-951-6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