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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朴槿惠“亲信门”的判决还
未下达，她的前任李明博 22 日
晚已被检方正式逮捕。

1948 年独立后的全部 11 任
韩国总统都无好下场，而如果细
细追究导致他们结局凄惨的历
程，就会发现 1980 年代开始的民
主化是一个分水岭：民主化之前
的总统要么客死他乡，要么被军
事政变推翻，要么被下属射杀，
下场虽然惨烈，但都没有被查出
经济问题；民主化之后的 7 任总
统，从全斗焕、卢泰愚到金泳三、
金大中再到卢武铉、李明博和朴
槿惠，全部都涉嫌贪腐，而从首
位文人总统金泳三开始，更是无
一例外有亲信和家人的参与。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
什么那些有所求的商人不去向
手握大权的政府官员行贿，而要
把钱送给没有正式职务的总统
亲属？既然有些总统压根不知
情，收钱的子女亲信又如何能绕
过总统成功帮人办事消灾？既然
有那么多前车之鉴，为自己的声
誉名节计，为什么总统们就不能

有效约束家人？
韩国总统的集权程度在同类

民主国家中非常罕见，但与此同
时，总统的孤身奋战程度，也同样
非常罕见。其他国家中作为总统
坚强后盾的政党和政治同盟，在
韩国都脆弱不堪，无法依靠。环顾
四周，总统真正能仰赖和信任的，
只剩下了亲人和亲信。

首先，韩国没有组织严密的
现代政党，无论哪个政客上台当
了总统，都无法从党派中汲取执
政力量。政党本来应该是基于理
念的集合体，但韩国的政党更多
是利益的集合体。而随着利益的
变化，分分合合是家常便饭。此
外，韩国政党的入党手续非常简
便，党费聊胜于无，除了选举的
时候，党派基层根本不活动。这
样动荡、缺乏活力、组织涣散的
政党，更多是大佬们勾兑和幕后
交易的场所，政策研究、人才培
养等功能阙如。总统的用人，就
只能更多依靠私人班底。

其次，韩国政治中的地域主
义非常严重，用人上的五湖四海

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地域主义
泛滥的后果是，候选人家乡的民
众往往是其最坚定、最无条件的
支持者，而无论候选人的政纲多
么诱人，对立地区的民众还是不
会投票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治家
从政之初开始，在他的周围就会
形成一个以同乡、同学、同族为
主的核心圈子，替他打理政务甚
至家事，随着政治家地位的提
升，这个核心圈子的影响力也水
涨船高。到了总统层面，就变身
为青瓦台秘书室的室长、首席秘
书等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毫不
奇怪，当韩国总统的贪腐丑闻被
揭发，其中必定有一两位秘书或
亲信首当其冲，他们或作为总统
的“白手套”，向大企业开口索
贿；或为虎作伥，协助总统实施
违法行为。大权在握、旁人几乎
无从制约的总统和追随他多年、
无限忠诚又渴望得到回报的“心
腹”或“家臣”，以及虎视眈眈的
亲人，这样的组合会产生什么样
的政治后果可想而知。而由于韩

国总统不能连任，到了5年执政
期的后半段，伴随着新一轮选举
周期导致的权力博弈的开始，丑
闻的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韩国历任总统无好下场的秘
密，隐藏在韩国不健康的政商关
系中，隐藏在帝王般总统的制度
设计中，也隐藏在源远流长的“家
臣”和“心腹”文化中。这样的格
局，吞噬了一个个有抱负有才华
的政治家，使他们或灰头土脸，或
身陷囹圄，或饮恨自杀。

据《南方周末》

韩国为何总出“亲信门””
韩国历任总统无好下场的秘密，隐藏在韩国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中，隐藏在帝王般总统的制度

设计中，也隐藏在源远流长的“家臣”和“心腹”文化中。

3月23日，新一届意大利议
会如期开幕，但与之对应的意大
利新政府仍然没有明确消息。据
多国专家分析，意大利很可能陷
入长久的组阁危机中，而组阁危
机从根本上来说是由3月初意大
利议会两院大选结果所决定的。
在3月初的大选中，执政的以意
大利民主党为首的左翼联盟只
获得了20%左右议席。近年来以
反体制、反欧盟、反移民为主要
纲领的“五星运动”成为此次选
举的最大赢家，一举获得30%以
上的议会席位。

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的
崛起都受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移民的涌入、民众对国家机构信
心的丧失以及经济危机爆发的
刺激等因素的影响，但意大利特
别严重。在经济上，意大利自从
加入欧元区之后，经济增长长期
停滞，而失业率和国家负债率则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达到史无
前例的水平，并成为欧债危机的
主要受害者之一。政治上，意大
利政府和司法系统一向以散漫
低效、腐败丑闻频发而闻名。而
在北非局势变乱后，意大利成为
非洲难民横渡地中海偷渡欧洲
的最佳登陆地。汹涌的难民潮让
意大利政府不堪重负，也刺激了
普通民众的排外情绪。

欧洲其他国家对意大利目
前的情况也有一定责任，意大利
所有政党都反对欧盟共同财政
政策和难民政策，五星运动更一
度提出要发动脱离欧元区的全
民公投。

不过，此次意大利大选民粹
主义政党的大获全胜应该不会导
致欧盟或欧元区的解体。因为，意
大利正在逐渐走出金融危机带来
的衰退阴影，五星运动和北方联
盟在竞选过程中对欧元的反对态

度都有所软化。而且，多党派的意
大利若想实现稳定的政府组阁，
必须寻求跨党派支持，也限制极
端的反欧态度。最后，对欧洲态度
最为激烈的两个政党——— —— 五星
运动和北方联盟在税收、工会等
国内事务上的政治观点南辕北
辙，连各自的优势选区和选民社
会阶层都截然分明，基本没有联
合组阁的可能。

即便如此，意大利大选对于
欧盟复苏和联合进程仍然是不
小的冲击。在德国默克尔联合政
府历经半年艰难组阁后，欧盟第
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又陷入政治
僵局，无论是悬浮议会还是民粹
主义色彩浓厚的新内阁，意大利
新政治格局对欧盟的稳定和发
展都不是好消息，这将对马克龙
的欧洲一体化宏伟计划的实施
带来不少阻力。

据《南方都市报》

意大利大选为欧盟未来投下阴影
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政府在新修订的《防卫
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
备计划》中提出组建水陆机动
团，执行夺岛任务。水陆机动团
自组建之初就备受关注。作为
日本版“海军陆战队”，水陆机
动团被视为日本在更大范围夺
取制空制海权的关键一步。

经过多年筹备，水陆机动
团于27日正式建成，其人员规
模为2100多人，分为两大联队。
水陆机动团司令部设在九州地
区的长崎县佐世保市陆上自卫
队相浦驻屯地，部分兵力和配
套设施部署在相浦驻屯地东南
侧的崎边地区。在相浦驻屯地
与崎边地区之间，是日本海上
自卫队佐世保基地和美军佐世
保基地。

人员构成方面，水陆机动
团将以 2002 年成立的陆上自
卫队“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为
基础，形成由团本部、水陆机动
连队、水陆两栖战车部队、特
科部队、侦察部队、设施部
队、通信部队、后方支援部
队、教育部队组成的水陆两
栖综合作战部队。

除建成水陆机动团外，陆
上自卫队另一“大动作”是设立
统一司令部“陆上总队”。按日
本媒体的说法，这是日本自卫
队1954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
改组。“陆上总队”司令部将设
在位于东京都和埼玉县的朝霞
驻屯地，规模为180人左右。建
成后，“陆上总队”将统一指挥
北部、东北和东部等5个方面
队，与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
队以及美军协调。

“陆上总队”将建立日美共
同部，设在位于神奈川县的驻
日美军座间基地。

据新华社

前俄英双重间谍斯克里帕
尔和其女儿在英中毒事件仍在
发酵。美国等西方国家26日至27
日集体对俄外交官下逐客令，驱
逐上百人，以支持英方立场。截
至27日，至少已经有24个国家共
驱逐了130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驱逐行
动。俄罗斯发誓要对这种“挑衅
行为”进行报复。

目前宣布驱逐俄外交官的
国家包括：美国(60名)、加拿大(4
名)、乌克兰(13名)、阿尔巴尼亚
(2名)、挪威(1名)、马其顿(1名)、
澳大利亚（2名），及17个欧盟国
家：英(23名)、德(4名)、法(4名)、
意(2名)、西(2名)、荷(2名)、捷(3
名)、波兰(4名)、丹麦(2名)、瑞典
( 1名 )、芬兰 ( 1名 )、罗马尼亚 ( 1
名)、立陶宛(3名)、匈牙利(1名)、

爱沙尼亚(1名)、克罗地亚(1名)、
拉脱维亚(1名)。

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
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27日宣
布，北约决定撤销给予俄驻北约
代表团7名成员的认证，同时拒
绝另外3名俄方人员的认证申
请，俄驻北约代表团的规模因而
将缩减三分之一，至20人，变相
驱逐俄外交官。

俄罗斯方面对多国宣布驱
逐俄外交人员反应强烈。俄罗斯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西方
多国在同一天宣布驱逐俄外交
人员，表明在美国和英国存在一
些强大势力支持对俄挑衅，要在
信息、宣传、政治等领域对俄持
续发动攻势。俄方对卷入此事的

“每个西方国家”都将采取“相应
报复手段”。 据新华社

多国“组团”驱逐俄外交官

英国“学渣”
赴印体验“变形计”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进行
了一项大胆的社会实验：将英
国 5 名“后进生”送往印度精英
学校“留学”，并将相关经历拍
成了纪录片。这 5 名男生是典
型的“学渣”，他们都挂掉了去
年的中学毕业考试，更糟糕的
是，他们个个性情叛逆，其中有
人甚至公然“索贿”——— 要节目
组送一台车才配合拍摄。而他
们“留学”的目的地，是被誉为

“印度伊顿公学”的顶级私立学
校——— 杜恩中学。

此次异国求学之旅让 5 名
男生体验到了巨大的文化冲
击：禁烟禁酒、如同军事化管理
的集体生活、远离手机和社交
媒体，同时学校还对学生的服
装和发型有严格要求。经过一
段时间的适应，“留学生”们的
学业进度虽然缓慢，但态度已
经发生明显的改观。

据《环球时报》

任何国家之间都会有大大
小小的矛盾与摩擦。矛盾激化
时，各国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外交
抗议以表明立场和观点，一般分
为外交交涉和外交制裁。

外交交涉是指一国外交部
或其驻外使领馆的代表就某一
事件正式向另一国政府表明立
场，并提出要求。外交交涉中最
常见的表述，依事件的严重程
度主要有：关注（关切）、遗憾、
不满、反对和抗议。有时，还会
根据需要加上带有感情色彩
的修饰词，如深表关切、坚决
反对、强烈抗议等。

外交制裁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外交领域采取主动行动对另
外一个国家予以惩处，以维护本

国的尊严，或者公开表示本国政
府的愤怒与不满。

外交制裁做法须是和平、非
暴力的，通常在外交交涉失败后
采用这种方式。比较常见的方式
有驱逐外交官、召回大使、降低
外交级别和断绝外交关系。

近期多国因俄罗斯前特工
“中毒”案驱逐俄外交人员就属
于外交制裁中程度较低的措施。
召回大使也是一种常见的外交
制裁。降低外交级别通常指由大
使级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因此
外交人员人数也会相应减少。断
绝外交关系属于外交制裁中最
严重的举动，其中还包括暂时关
闭大使馆和永久关闭大使馆两
种措施。 据《环球时报》

东欧多国遇
罕见“橙雪”

多名滑雪者近日经社交网
站上传俄罗斯旅游胜地索契的
滑雪场图片，自称“像在火星滑
雪”。“橙雪”没有“吓退”在索契
的滑雪客，不少人拍下照片上
传至社交网络，其中一人写道，
滑雪场所在的“红草地”村“真
的变成了红色”。

“橙雪”颜色深浅不一，从
浅黄色到橙色，最深为褐色。雪
花覆盖大片山坡，使山坡在雪
花覆盖下看似沙丘。英国气象
局气象学家史蒂文·基特斯表
示，全球多个地方下过“橙雪”，
属于“正常”现象，对人畜无害。
他推断，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
和阿拉伯沙漠的沙尘暴可能是

“橙雪”的主要成因。
据人民网

外交抗议有哪些形式？

日本版

“海军陆战队”建成

近日多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以示外交抗
议。请问，两国关系中的外交抗议有哪些形式？

2222日日，，李李明明博博走走出出私私宅宅。。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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