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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团队两大特点拜登团队两大特点

第一，“建制派”的回归。特朗普执政
四年期间反传统地任用诸多商界人士和近
亲，高举“美国优先”旗帜，最终以国内社会
撕裂、国际公信力式微的结局落寞收场；而
拜登政府则倾向于任用具备过硬专业背景
和从政经验的“老将”，力图让美国的内政、
外交决策重回“建制派”更为稳定、可预测
的轨道。

第二，多元化程度高。拜登内阁将是
美国历史上最多元的内阁团队之一，在拜
登提名的15名内阁部长中，女性就占据了
三分之一，高于此前历届政府；少数族裔的
比例也大大高于特朗普政府的提名者。如
果这些提名得到国会参议院确认，将诞生
美国历史上首位女财长、首位非裔防长、首
位拉丁裔国土安全部长、首位原住民内阁
部长以及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内阁部
长。当下的美国，新冠疫情危机严峻，社会
分裂与政治极化加剧，拜登的这支精英内
阁团队将如何修复国内的“伤痕”，又有哪
些人能进入他在国家安全与外交、经济等
关键领域“核心幕僚圈”？曾将中国称为

“特殊挑战”的拜登，又会组建一支怎样的
对华政策团队？

国家安全与外交团队：
““建制派建制派””老将回归老将回归

在拜登所有的内阁成员中，国家安全
与外交领域的提名人选“优先级”最高。去
年11月23日，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总务管
理局通知拜登正式开始权力过渡进程，次
日拜登就宣布了其国家安全与外交内阁成
员的提名，并称该团队是向世界展示“美国
又回来了”“准备好领导世界，而非撤退”

“捍卫美国价值观”的关键标志。
从该领域的人选来看，所有7名提名者

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曾任职于奥巴马政
府，与拜登有过不同程度的共事经历，均属
于从政经验丰富的“建制派”老将。在上述
提名人中，候任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沙利文或在未来美国外交和安全
领域的决策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影响力。作
为拜登近20年的“老相识”，布林肯是拜登
最重要的外交顾问。拜登决定参加2020年
总统大选后，布林肯成为他的首席外交政
策顾问与演说撰稿人。分析人士预测，由
布林肯掌舵的美国外交或回归多边主义的
航道，而这也与拜登政治理念非常吻合。
而另一关键人物沙利文，在拜登担任副总
统时就担任过其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2019 年撰文抨击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
策，并提出在后特朗普时代，美国一方面应
动员各方应对全球性威胁，另一方面需要
联合盟友应对其他大国威胁。

经济团队：
关注劳工权益与气候变化挑战关注劳工权益与气候变化挑战

在美国失业浪潮持续以及新冠疫情
造成的经济衰退背景下，拜登团队认为恢
复经济增长、支持生存困难的小企业、解
决经济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是当务之
急。纵观拜登的经济团队提名者，女性和
少数族裔人员占据多数。财政部长耶伦
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劳斯均为美国

最优秀的劳动经济学家。2015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
格斯·迪顿此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这
些高级职位由学识渊博的专业人士担任
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耶伦、劳斯等人都长
期关注劳动力市场和美国工人，新的经济
团队可能会有比过去 4 年更亲劳工的立
场。此外，拜登提名的劳工部长沃尔什也
曾有多年的工会经验。

除了关注劳工权益，拜登的经济团队
还颇具前瞻性地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经
济议题。耶伦此前倡议，要“促进那些能够
创造就业机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投资
项目”；而拜登在介绍劳斯时，也将她称为
最了解气候政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坦登也表示，准
备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快清洁能源生
产，纳入其团队正在制定的经济刺激法案
中。

气候与环境：
上升为上升为““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

据《纽约时报》去年11月的统计，在特
朗普任职的4年多，他总共推翻了超100条
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引人注目的是，特
朗普政府还于2020年11月4日宣布正式退
出《巴黎气候协定》。拜登曾对此表示，在
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将促成美国重新加入
该协定。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现象）主
要是美国两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理念的差
异。”陶文钊指出，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奥
巴马，再到拜登，民主党人坚持认为“气候
变化是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并主张实行
低碳经济。在拜登竞选总统期间，前国务
卿克里是其气候工作组的成员。拜登过渡
团队表示，将克里任命为总统气候特使意
味着拜登将气候变化视为“紧迫的国家安
全问题”。

国内事务：
推动秩序重建推动秩序重建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法律、移民、
种族、医保等政策领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
冲击。因此，拜登执政后的重点之一就在
于推动国内秩序的重建，但面对高度极化
的美国社会，拜登政府的这一任务可能十
分困难。在这其中，司法部长加兰和白宫
国内政策委员会赖斯将发挥更加整体性的
作用。一方面，拜登提名加兰意在修复特
朗普执政期间被“政治化”取代“中立性”的
刑事司法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
析，加兰是两党都无可指摘的“去政治化”
选择，能够重塑司法的“独立性”和“正直
性”。

另一方面，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官员
赖斯被任命为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出人意
料。但拜登的顾问表示，拜登这一选择表
明了国内政策在其议程中的重要性。分析
指出，赖斯将在抗击疫情、移民、医保、种族
平等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卫生与健康：
缓解新冠疫情危机缓解新冠疫情危机

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是拜登上台后的

当务之急，拜登已于 14 日提出了一项总
金额高达 1.9 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经济
刺激计划。截至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美
国累计新冠确诊数超 2400 万例，累计死
亡人数超 40 万例，均位居世界首位。去
年 12 月，拜登携卫生健康团队首次公开
亮相时，宣布了上任后的三大百日抗疫
计划：他计划要求美国民众在这 100 天内
戴口罩，政府将至少为民众接种 1 亿剂疫
苗，并尽快让学生返校复课。拜登表示，
该计划是与美国知名传染病专家福奇一
同制订，而福奇也将在拜登政府中任首
席医疗顾问。

新设亚洲事务职位：
对华政策将如何重塑对华政策将如何重塑？？

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在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印太政策协调员”
一职，负责中国事务、南亚事务与东亚和
大洋洲事务，并任命资深外交政策专家
库尔特·坎贝尔担任该职。分析指出，这
一新设置的职位将在拜登政府的亚洲政
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有舆论将坎贝
尔称为“亚洲沙皇”，他与候任国务卿布
林肯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或将
成为影响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三驾马
车”。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观点
称，拜登设置这一新职务的部分原因是他
希望在一位亚洲事务专家的领导下，更好
地整合外交政策、国防和经济部门的对华
政策。

此外，拜登还任命罗拉·罗森伯格担任
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的“中国事务高级主
任”一职。罗森伯格熟悉东北亚与中国事
务，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与朝鲜事务主任，未来她将向坎贝尔
汇报工作。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的人员配比
来看，负责亚洲事务的人员是欧洲部门
的 3 倍，成为国安委的主要力量。2005
年时，这两个部门的规模差不多，这也
足以看出亚洲事务对于拜登政府的重要
性。

作为资深外交政策专家，坎贝尔于
2009 年至 2013 年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被广泛认为是奥巴马
时期“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设计者。

坎贝尔多年的好友、美国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
林近期撰文分析称，拜登选择坎贝尔担任
此职是对民主共和两党在中国和亚洲战略
上的重要认可。格林还认为，坎贝尔提出
的“重返亚洲”战略仍然是拜登新任团队和
两党国会领导人共识的核心。

从2018年至今，坎贝尔与一批研究中
美关系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在美国外交界
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在推动美国政策界反
思美国对华战略方面，坎贝尔也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关于如何同中国互动，坎
贝尔在近两年的文章中指出，必须放弃以
惩罚为特征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并搞好
与欧洲和亚洲盟国的关系，同时还需在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
以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本报综合消息

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在国民警卫队的重
兵把守之下，民主党人
拜登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特区国会大厦西侧
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
国第46任总统。

美国政治终于翻
开了崭新的一页。而
与拜登一同走进世界
观众视野的还有他提
名的20多位内阁成员
和内阁级别成员，他们
未来可能将成为影响
美国甚至全球政治的
风云人物。

拜登上台 老将回归
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 20 日召开

会议，确认扎帕罗夫当选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 10 日举行总统选举并就国

家政体举行全民公投。根据吉中选委 20 日
宣布的最终选举结果，扎帕罗夫获得 79.20%
的选票，排名第二的马杜马罗夫获得 6.79%的
选票。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候选人获得
一半以上选票即可当选总统。吉中选委据此确
认扎帕罗夫当选总统。

吉中选委当天还确认了全民公投的结果，
即81.49%的投票选民支持总统制，10.91%的人
支持议会制，4.47%的人对这两种体制均不支
持。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 20 日晚间确认
了现任总统拜登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
尔·海恩斯，系首位得到参议院确认的内阁（级
别）成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报道，参议院
以84票支持、10票反对通过了拜登对海恩斯的
提名，这也意味着海恩斯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国
家情报总监。

作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成员，海恩斯曾任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副国家安全顾问。

普京又一次冰窟洗礼了。他光着上身，袒
胸露背，在俄罗斯最寒冷的季节，跳入冰窟中。
要知道，毕竟不是冬泳常客，且岁数不饶人，今
年他也是一名68岁的老人了。

更何况，俄罗斯的冷，不是一般的冷。
看了一下新闻介绍，普京下水的 1 月 19

日夜里，莫斯科的室外温度跌到了零下 14 摄
氏度。当真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你看水池
旁边的冰柱，就可以感受到该是怎样的一种
冷。

路透社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身上除了泳
裤别无一物的普京，周二在莫斯科浸入一个冰
冷的水池里……

更为关键的是，普京还浸没了三次：一次，
两次，三次，然后，迅速转身上岸……

扎帕罗夫当选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美国首位国家情报女总监

普京又一次冰窟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