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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点人物扫描一周热点人物扫描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守护灵’
(spirit animal)”，有美国媒体这样定
位纳瓦罗，原因是纳瓦罗的很多经
贸政策主张被主流经济学界嗤之以
鼻，但他却“最擅长将特朗普的直觉
政策化”。而德国新闻电视台则将
纳瓦罗称作“特朗普的仆人”。

小特朗普曾在向《华盛顿邮报》
发出的一份声明汇总中直白地说：

“对于我父亲的‘美国优先’贸易日
程来说，纳瓦罗是凶猛的武士”“他
唯一的日程就是我父亲的日程”。
不过，纳瓦罗往往是在涉及关税问
题时才成为总统最亲近的人。

过去半年多中美谈判期间，纳
瓦罗相对比较低调，一方面与他理
念相投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直接
参与者，另一方面，自那次公开诋毁
加拿大总理后，白宫同僚想方设法
让他少露面。而他往往只在被召唤
出来对外公关时为外界关注到。

今年5月底，特朗普威胁要对墨
西哥加征关税，除非后者采取更多
措施阻止移民潮。他对白宫官员表
示，他已指示纳瓦罗上电视为该计
划辩护。果然，纳瓦罗出现在媒体
上 ，将 该 关 税 威 胁 称 作“ 绝 妙 之
举”。一周后，特朗普宣布美墨达成
协议。《华盛顿邮报》评论称，与墨西
哥的摊牌成为纳瓦罗在白宫“混乱”
任职期间的一个“亮点”，也反映出
被特朗普称作“我的彼得”的政策正
在向前挺进。

由于 6 月下旬要召开 G20 大阪
峰会，6月13日，纳瓦罗出现在福克
斯的节目中，宣讲其有关中国知识
产权、网络入侵和汇率问题的陈词
滥调。德国《世界报》当时的一篇报
道称，纳瓦罗有一段时间不再置身
于聚光灯下，但现在，在许多领域展
现疯狂姿态的他又回来了。

作为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福
克斯电视台很喜欢邀请纳瓦罗做嘉
宾。但由于纳瓦罗的很多观点违反
常识，就连福克斯有时也忍不住怼
他。8月4日，纳瓦罗声称美国消费
者没有受到加征关税的影响，遭到
福克斯主持人华莱士反驳，后者引
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说法，还当
场阅读高盛公司 5 月份的一份报
告：“美国关税的成本全部落在美
国企业和家庭身上……”纳瓦罗试
图打断他，华莱士又拿出一张加征
关税如何增加美国消费者负担的图
表，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和商务
部。

在经贸政策上，纳瓦罗的观点
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离经叛
道、“不可理喻”。“美国主流经济学
家普遍认为，纳瓦罗创立了一个新
奇的经济学派，可称为‘愚蠢经济
学’。”吕祥说，纳瓦罗不仅在理论上
违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经常
犯常识性错误，在他的文章中，他甚
至会把关税和增值税混为一谈。

（梁燕）

纳瓦罗纳瓦罗：：贸易战狂热支持者贸易战狂热支持者

他写了三本书抹黑中国，还制作渲染中国威胁
的纪录片;他为寻求上位，在晚上和周末“潜伏”于
白宫“西厢”;他有着一张“大嘴”，曾公开诅咒加拿
大总理“下地狱”而被要求闭嘴;他写了不少书，却
一直是不被认可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这个

“他”就是69岁的美国白宫贸易与经济事务顾问、
贸易战的狂热支持者彼得·纳瓦罗——数天前美国
总统特朗普升级对华关税战，他是当时在场者中唯
一表示支持的人。日前，他又通过指控中国犯下所
谓“七宗罪”引来关注。“在白宫幕僚和高官中，纳瓦
罗的特色或许不在于他比别人更‘鹰’，而在于他更
缺少理智和常识。在采用非理性手段方面，他与其

‘老板’有高度的契合性。”一位中国学者对记者说。

“想象一下，美国同时与中国、印度、巴基斯
坦、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乌克兰、墨西哥、沙特
阿拉伯、智利、中国香港、巴西和土耳其等展开贸
易战”，这是美国“Axios”新闻网2018年8月的一
段报道。

这一场景源自该媒体获得的一份文件。
2017年秋，当时美朝关系紧张，白宫贸易顾问纳
瓦罗起草行政令建议对所有与朝鲜有重要商业
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征税。“幸运的是，
它夭折了——在所有人反对下。商务部、国务
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所有官员都认为
其完全不切合实际。”“Axios”还评论道：“只要他
在白宫团队中，就会有持续、聒噪和狂热的加征
关税声。”

这就是“疯狂的纳瓦罗”。事实上，在纳瓦罗
提出前述关税建议时，他在白宫尚处于失宠状
态。美国vox网站曾回顾说，2017 年秋天，时任
白宫幕僚长凯利开始控制顾问接近特朗普，并通
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来抑制纳
瓦罗的行动。纳瓦罗做了什么？为获得更多与
特朗普“一对一”的接触机会，他经常在晚上和周
末“潜伏”在白宫“西厢”。

纳瓦罗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被提名为新
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次年4月，该
机构转型为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他仍
是主任。但纳瓦罗在白宫的第一年日子很难过，
因为那时特朗普的经贸团队由“全球主义者”掌
控。

一位与特朗普经贸团队有联系的美国朋友
向记者透露说，在白宫的前几个月，纳瓦罗一直
没有自己的团队，只能孤身一人参加会议。他不
但被排除在许多高层战略会议外，还被要求所有
工作电邮必须抄送给科恩。

2018年初的两次人事变动让纳瓦罗寻到机
会。当年2月，特朗普高级助手、白宫秘书波特
因家庭暴力问题辞职，波特是自由贸易的重要支
持者。同年3月，在特朗普坚持对钢铝产品加征
关税后，科恩宣布辞职。据美国“政治”网站报
道，纳瓦罗非常渴望科恩留下的空缺，他扭捏作
态，私下里全力以赴，公开场合却说没有参与竞
争该职位。

纳瓦罗最终没有成功，但地位却上升了。用
后来一位美国贸易专家的话说：“总统希望奉行
保护主义，当屋子里几乎所有人都说‘我们不能
那么做’时，他会说‘我的彼得在哪里？彼得怎么
认为？’”“特朗普想找人背书，而那些使魔鬼远离
总统的人已经不在了。”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告诉记者，正
是在科恩辞职后，纳瓦罗在白宫经济政策制定过
程中的作用提升。据说，从2018年3月起，他的
年薪由二等上升到一等，仅低于总统和副总统，
足见他受到的赏识。

去年5月，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举
行。有彭博社记者称，因为纳瓦罗“不恰当和不
专业的行为”，白宫没有安排其出席磋商。但纳
瓦罗通过媒体批评财长姆努钦在谈判中让步过
多。结果特朗普几天后否定磋商结果，并对5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税。

鉴于纳瓦罗的影响力，美国《时代》周刊2018
年8月刊文称，他没有姆努钦的权力，没有贸易
代表莱特希泽的职责，但其作用不可轻视。如果
说极富争议的白宫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是臭名
昭著的移民政策始作俑者，纳瓦罗就是一系列备
受批评的经贸政策的“灵魂人物”。

纳瓦罗看起来有些严肃，额头
很高，头发灰白。他本还有很多东
西可以展示，比如哈佛大学毕业、博
士学位等，但外界记住最多的是他
的偏执。其实，纳瓦罗最初想做一
名政客，而非顾问，但他有一个问
题：人们不喜欢他。

纳瓦罗最初注册为共和党人，
但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民主党人
四次竞选公职，并均告失败。纳瓦
罗一度与现任众议长佩洛西、前国
务卿希拉里关系甚密，1996 年竞选
国会众议员时，时任总统克林顿为
他站台，那次失败后果很严重：妻子
跟他离婚，债台高筑。

直到 2008 年，他都是民主党政
治人物的支持者，特别是希拉里备
受他推崇。但 2016 年大选，纳瓦罗
却成为特朗普的顾问。据说，特朗
普苦于没有经济学家相助，其女婿
库什纳从亚马逊上搜索到纳瓦罗的
书后邀他加盟。

纳瓦罗出生于工人家庭，从小
与母亲一起生活，他很勤奋，毕业于
两所名校塔夫茨大学和哈佛大学，
但他的经历可以用“立场多变，命运
多舛”来形容。吕祥认为，这导致纳
瓦罗常年郁郁寡欢，而一旦得到一
位“明君”的重用时，他势必不遗余

力地将他的荒谬主张落实为具体政
策。

尽管被“老板”看重，纳瓦罗却
不受同僚待见。有美媒称，纳瓦罗
个性强硬，难以容人，人缘很差，“在
特朗普听不到的地方，纳瓦罗一如
既往地粗暴无礼，斥责和贬低那些
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

在科恩辞职事件中，有白宫官
员透露，如果特朗普选择纳瓦罗接
替科恩，估计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所
有雇员都会辞职。科恩也对同事
说，纳瓦罗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只会向总统扯谎。除了与财长
姆努钦矛盾公开化，接替科恩的库
德洛也在不同场合公开批评纳瓦
罗。2018年11月，纳瓦罗批评华尔
街介入中美经贸磋商，库德洛在接
受采访时称纳瓦罗既不代表总统，
也不代表政府，其观点“大错特错”

“非常有害”。
由于太想表现，纳瓦罗还捅过

篓子。2018年6月，美加贸易争端升
级，特朗普在推特上指责加总理特
鲁多“不诚实”“软弱”，接着纳瓦罗
在福克斯新闻台节目中说，特鲁多
不讲信用，“地狱里已经给他留好了
位子”。该言论甚至引来共和党议
员斥责他“闭上大嘴巴”。

“那些使魔鬼远离总统的
人已经不在了”
11 屡战屡败，“人们不喜欢他”22

“守护灵”“仆人”？33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
事务管理局的资料显示，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
尔·泽连斯基6月拿到了和前总统波罗申科一样
的工资，约合人民币7000元。

据报道，6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工资为
28000格里夫纳，约7000元人民币，并从其中扣除了
5460格里夫纳，大约1500元人民币的税款。

乌克兰总统事务管理局指出，乌克兰总统工
资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津贴、奖金等并未公布。

据报道，泽连斯基自成为乌克兰总统的第一
笔工资为12700格里夫纳，大约3300元人民币。
从这笔工资中扣除了强制性税款 2400 格里夫
纳，大约610元人民币。

此外，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是一位商人，
为如胜糖果公司的老板，他的资产估计为10亿
美元。曾在乌克兰富豪排行榜上排在第五位。

波罗申科担任总统期间月薪也为 28000 格
里夫纳，工资全部被用于支持慈善项目。（京莺）

法国“飞人”扎帕塔4日清晨驾驶自己发明的喷
气式飞行器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这是他7月25日
第一次飞越英吉利海峡失败后进行的第二次尝试，
法国各大媒体都对此次飞行进行了直播报道。

当地时间上午8时15分左右，扎帕塔站在被
称为“飞板”的飞行器上，从法国桑加特海滩垂直
起飞，用时22分钟，飞越35公里海面，抵达英吉
利海峡英国一侧的圣马格丽特湾。中途他还成
功进行了一次加油。

今年40岁的扎帕塔来自法国马赛。他发明的
这种飞行器配备5个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起飞后
最高可加速到每小时190公里，续航时间约10分钟。

据报道，扎帕塔2018年获得法国军方130万
欧元（约合993万元人民币）的资助，以支持其发
明的飞行器未来能够用于军事用途。在今年7
月14日举行的法国国庆节阅兵式上，扎帕塔驾
驶飞行器进行了飞行表演，因此被誉为“飞人”。

法国“飞人”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去世
出版商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证实，当地时间5

日夜里，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逝世，享年88岁。莫
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

莫里森1931年2月18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洛
雷恩，原名克洛伊·安东尼·沃福德。她的第一本书

《最蓝的眼睛》出版于1970年，主要讲述了一个黑人
女孩想要像白人女孩一样拥有一双蓝眼睛的故事。

1988年，莫里森的小说《宠儿》（Beloved）获
得了普利策小说奖。

1993年，她的作品由于被认为具有极其丰富
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表达方式，而赢得了诺贝尔文学
奖，瑞典文学院称赞她的语言运用和“远见卓识”。

在莫里森60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写了11部小
说、5本儿童读物、2部戏剧、一组歌曲和一部歌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薪资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