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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普京挑战四位美总统
英国政府英国政府

公布脱欧日纪念方案公布脱欧日纪念方案
英国定于1月31日23时、即欧洲联盟总部所在

地布鲁塞尔2月1日零时正式脱离欧洲联盟。英国政
府本月17日说，将在31日发行纪念币、升国旗、倒计
时，以纪念这个特殊日子。伦敦地标大本钟是否将在
31日23时鸣响，至今仍是悬念。

一系列纪念活动一系列纪念活动
英国政府说，31日当天，将在首相府、即唐宁街

10号的黑色外墙上投影一面时钟，用于倒计时；英国
政府办公楼群集的白厅，整个街区将被点亮，作为一
场灯光秀的一部分；英国议会广场上，所有旗杆都将
悬挂米字旗。

英国财政部将发行“脱欧”纪念币，硬币上的字
样是“和平、繁荣和与所有国家的友谊”。这种硬币将
于31日进入流通渠道。英国政府说，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预计会是当天最早拿到新硬币的人之一”。

此外，内阁31日将在英格兰北部某地举行特别
会议，地点暂未公开。约翰逊定于当晚会议结束后向
全国发表讲话。

去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英格兰北部工党票仓
“反水”，转而支持保守党议员，助保守党赢得选举。
保守党政府有意今后几年加大投资、发展英格兰北
部，以巩固这部分选票。

大本钟难以鸣响大本钟难以鸣响
2016年“脱欧”全民公投期间，约翰逊是“脱欧”

派领军人物之一。他曾提议在正式“脱欧”生效之际
鸣响大本钟以示庆祝，但被议会下院拒绝，理由是开
销太大。

大本钟是议会大厦钟楼“伊丽莎白塔”内一座
钟，但广泛用于指代钟楼本身。这一伦敦地标性建筑
2017年8月开始翻新，预期2021年完工。临时鸣响大
本钟需要重新安装响板及铺设楼层，工程可能花费
50万英镑（约合450万元人民币）。下院议长林赛·霍
伊尔说，这相当于“5万英镑响一声”。

约翰逊不甘心，他14日在电视直播中为“脱欧”
鸣钟发起众筹。截至17日，支持鸣钟者已经筹得近
25万英镑（225万元人民币）。

鸣钟倡议招致“留欧”派人士反对，理由是以胜
利者姿态庆祝“脱欧”不妥。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帕特
里克·格雷迪说：“或许我们该问问政府，如果他们想
听见钟声，丧钟为谁而鸣？”

英国政府与众筹鸣钟倡议保持距离。首相府说，政
府不掺合众筹事宜，而且议会实际上不能接受捐款。

英国政府的一份声明说：“1月31日是我们历史
中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英国离开欧盟，重新独立……
政府希望借助这一时刻弥合分裂，重新团结各个社
群，展望这个国家十年后的样子。”

新华社特稿

15日,俄罗斯政坛“变奏曲”惊动世界,
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提议对俄罗斯现行宪法
进行重大修改,重塑权力版图和制衡关系。
随后,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政府全体辞职,
为接下来总统推动相关议程“让路”。普京
这一大动作,被普遍解读为为其2024年卸任
后的俄罗斯政治运行做准备。

此时,也正值普京首次当选俄罗斯总统
20周年。去年12月以来,克里姆林宫陆续公
布一些罕见的影像资料以示纪念,其中普京
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一起跳俄罗斯民族舞的
影像引发关注。过去20年,普京一个人先后
与四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此间的俄美关系
更是起起伏伏、阴晴不定。

和克林顿擦肩和克林顿擦肩
同小布什跳舞同小布什跳舞

经过 20 年积淀，普京深刻改
变和重塑了俄罗斯。但20年前，当
这位个子不高的新面孔“闯进”俄罗
斯权力核心时，包括俄罗斯人在内
的全世界吃了一惊，他到底是谁？

老家在圣彼得堡的普京，曾做
过当地的第一副市长，后来远赴莫
斯科，开启了政治生涯的新篇章。
1990年代，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办公
厅一路平步青云升迁，最后官至第
一副主任。没多久，他又被时任俄罗
斯总统叶利钦任命为俄联邦安全会
议秘书，接着又兼任俄联邦安全局
局长。至此，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以

“掌门人”的身份又回到了“老东家”。
1999年8月，叶利钦任命普京

担任第一副总理，随后又代理总理
职权。一周后，经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投票批准，普京正式出任俄联
邦总理。彼时，距离叶利钦总统届满
还有大约10个月，没多少人会想到
这位新总理会成为“接班人”。

1999 年 12 月 31 日，叶利钦突
然发表讲话，内容不是新年贺词，
而是宣布辞职，并根据宪法规定，由普京
代行总统职权。受此影响，原定于2000年
6月的总统选举提前至当年3月，普京顺
利当选俄罗斯总统。

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治下的俄罗
斯，在政治上一心想投入西方怀抱，经济
上实行“休克疗法”。然而，普京接手的是
一个政治上被西方冷对、安全上被美欧
提防、经济上一蹶不振的俄罗斯。

彼时，正值美国总统克林顿第二个任
期的末尾。1990年代，俄美堪称“冰火两重
天”，俄罗斯陷入超级大国轰然倒塌的迷
茫，各领域在泥潭中举步维艰；美国则伴着
赢得冷战的凯歌，经济上高歌猛进，唯一超
级大国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得到巩固。

普京上任之时，也是克林顿即将卸
任之际。美国人忙着在戈尔和小布什之
间做选择，普京则在盘算如何跟下一位
美国总统打交道，毕竟走之前对美外交
的老路行不通了。

最终，小布什这个共和党人艰难胜
出，并于2001年1月就职，由此也开启了
普京与小布什互动的8年。2001年震惊全
球的“9·11”事件，成为迅速打开俄美关
系局面的节点——普京第一时间致电小
布什表示慰问，告诉对方俄罗斯愿在反
恐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合作。

同年 10 月，小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
后，普京言出必行，允许美方使用俄方领
空，对美军利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等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作为后勤基地
开绿灯，而这一地区长期被苏联和俄罗
斯视为“后院”，搁在以前是绝不会容许
美国染指的。

普京此举展现出巨大诚意，小布什
这个聪明人自然看在眼里。正如特朗普上
台后带火了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一样，小布什在老家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
德农场也被其娴熟地当成了外交场所。

2001年11 月，普京成为首位受邀造
访克劳福德农场的外国领导人。当时，普
京同厨师一起下厨，和爵士乐队一起表
演，小布什则对普京说:“你只会邀请你的
朋友到你家。”那次“农场外交”帮助美俄
关系取得极大进展，双方承诺要把各自
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削减三分之二。

围绕小布什2003年绕开联合国安理
会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伊朗等国列为“邪
恶轴心”加以制裁，以及北约东扩和反导
系统等问题，俄美关系波折不断。但2007
年7月初，小布什邀请普京到访美国东北
部缅因州，会晤地点是小布什的父母家。
那是小布什首次邀请外国领导人到父母
家做客，此举为改善陷入低谷的俄美关
系助力颇多。

正是因为普京与小布什保持着良好
的私人关系，才会有近日克里姆林宫公
开的小布什访俄期间与普京一起大跳俄
罗斯民族舞的视频影像，两人的舞姿惹
得各自的夫人在台下大笑。

和奥巴马从热到冷和奥巴马从热到冷
或再或再陪特朗普陪特朗普44年年

2007年时的普京和小布什一同进入
了总统任期的末期。华盛顿那边，打了8
年仗的小布什没有连任压力，早就准备
拍拍屁股走人了。他留下的“负资产”成
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累赘”，
最终导致共和党不敌民主党，奥巴马成
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

莫斯科这边，普京也在为卸任后的
“接班人”铺路，担任俄总理3年多的弗拉
德科夫当年9月辞职，普京随即任命过渡
性人物祖布科夫为新总理，后者只在任8
个月。此间，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提名总
理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获得普京支持。
2008年3月梅德韦杰夫顺利当选，回头就
任命普京为总理，完成首次“二人转”。

2008 年至 2012 年间，俄罗斯外交舞
台聚光灯照耀的是梅德韦杰夫，普京则

“退居幕后”专心干着侧重内政的总理一
职。相比普京在前两届总统任内塑造的
政治强人形象，在西方眼中，更加温和的
梅德韦杰夫被认为是“改革派”，更有利
于西方与俄罗斯打交道。

但 2008 年 8 月爆发的俄格战争，进
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在涉及自身战略安全
底线问题上的强硬作风。2004年，北约完
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东扩，成员国
数量从19个猛增至26个，边界直抵俄罗
斯家门口，当时已经引发俄罗斯的强烈
反弹。远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也
不消停，该国亲西方政权为了加入北约、

融入西方，不惜与俄罗斯闹翻，导致梅德
韦杰夫上台后不久便在2008年8月通过
俄格战争教训了格鲁吉亚，俄美关系自
然受到负面影响。

普京担任俄总理的4年，大致是奥巴
马第一个总统任期。奥巴马上台后，曾评
价梅德韦杰夫是一个睿智、有想法的年
轻人，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俄罗斯。而对
于普京，奥巴马说了句:“他是一个强而有
力的领导人。”

奥巴马与梅德韦杰夫共事得不错，
两人会面经常有说有笑，还曾一起吃汉
堡。但2012年普京“王者归来”重新当选
总统之后，俄美关系急转直下，两人会面
时越来越不自在。

2011年席卷中东北非的大动荡，尤其
是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危机，给了俄罗斯

“重返中东”的战略机遇。然而，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奥巴马却一心想从中东泥
潭抽身，任内从伊拉克撤军、与伊朗达成
伊核协议，转而去亚太搞大手笔的再平衡
战略。

结果，美国抽身过猛，导致伊拉克出现
安全真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做大做
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大增，俄罗斯借机在
叙利亚力挽狂澜彻底扎根中东，日后普京还
借土耳其与奥巴马政府不睦而加以拉拢，构
建起中东地区的俄土伊三角伙伴关系。

因为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以及
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罗斯与美国乃至
西方的关系跌至冰点，美国至今已对俄
施加上百次制裁，连同国际油价暴跌一
道，重创俄罗斯经济。但在外交上，奥巴
马着实拿普京没办法。

对普京颇有好感的特朗普，一上台便
遭遇“通俄门”调查和史上最差美俄关系。
在美国国内反俄渐成政治正确的背景下，
普京与特朗普的两次正式会晤成果寥寥。
从中东博弈、伙伴之争到军火贸易和能源
竞争关系，从互逐外交官风波到《中导条
约》作废、战略威慑力量和高精尖武器装
备竞赛，俄美对抗反倒进一步加剧。

眼下，普京开始着手为 2024 年之后
的俄罗斯政治运行做规划，特朗普则忙
着寻求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特朗普一
旦成功，普京还将与他共事4年。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电 美国波音公司17日表示，正在努力修
复上周新发现的737MAX飞机上的软件问题，希望
尽快解决这一新问题并避免延迟该机型的复飞。

据美国媒体当日报道，波音公司上周在艾奥瓦
州对停飞的737MAX进行软件升级技术审查时发现
一个新问题。报道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的
话说，该问题与飞机上用于核实监控器是否正常工
作的软件相关。在此次检查中，有一个监视器没有
正常启动。

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就这一问题进
行必要的升级，并向美国联邦航空局提交这一变动，
同时告知客户和供应商。“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是确
保737MAX是安全的，在复飞前符合所有监管要求。”

2018 年 10 月 29 日和 2019 年 3 月 10 日，印度尼
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接连发生
空 难 ，总 计 346 人 丧 生 。 失 事 飞 机 均 为 波 音
737MAX系列客机。这两起空难被认为与该系列客
机上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自动防失速软
件被错误激活有关。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停飞或禁飞737MAX
系列客机。美国联邦航空局2019年3月要求美国各
航空公司运营的所有波音737MAX系列飞机暂时停
飞。要获得监管机构“放行”复飞，波音737MAX需
要先通过全面审核、模拟机测试和安全认证飞行测
试。目前波音公司正在协同联邦航空局评估审核
737MAX飞机软件系统的修复和升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