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揆：保福島不惜一戰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星期二A10國際新聞責任編輯：趙宇喬

奧巴馬提反以政客任防長
共和黨反對 或引爆激戰

【本報訊】據中新社7日消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主席阿巴斯當地時間6日發布主席令，要求將目前使用的 「
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更名為 「巴勒斯坦國」。

阿巴斯要求巴政府部門在兩個月內對現行法律、法規中
的名稱進行更改，並重新製作郵票，以及護照、居民身份證
、人口出生證和汽車牌照等證件。

巴勒斯坦方面已向其所有駐外使領館發出指示，要求在
外交公文中開始使用 「巴勒斯坦國」的名稱。巴勒斯坦目前
的正式公文以及所有居民證件上使用的是 「巴勒斯坦民族權
力機構」名稱。

巴勒斯坦官方瓦法通訊社報道指，這一做法是為了實施
聯合國將巴勒斯坦地位升為 「觀察員國」的決定，是 「建立
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的重要一步」。

2012年11月，第67屆聯合國大會以138票贊成、9票反對
、41票棄權通過決議，給予巴勒斯坦觀察員國地位。

巴以雙方曾在1993年9月簽署奧斯陸協議，規定巴勒斯
坦居民只有在獲得以色列的許可後才能獲得身份證和護照等
證件。

該協議還指出，雙方應在協議簽署後的5年過渡期內就
巴勒斯坦永久自治協議進行談判。然而，由於雙方在解決耶
路撒冷地位、巴以邊界劃分等問題上分歧巨大，時至今日，
仍未能簽署永久性和平協議。

沙特《生活報》網站評論稱，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一直是巴以和談中的重要議題。以色列媒體4日發布的一
份有關巴以關係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有微弱多數的以色
列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但大多數人對和平的前景並不樂
觀。

【本報訊】據法新社倫敦6日消息：面對阿根廷
重新就馬爾維納斯群島（簡稱馬島，英國稱福克蘭群
島）的未來發聲，英國首相卡梅倫6日說，英國準備
好在有需要時透過戰爭來保留福克蘭群島。

卡梅倫說，英國在該群島有 「強大的防禦」，當
地亦駐有快速的噴射機和軍隊──布宜諾斯艾利斯認
為這番評論是 「軍事威脅」。

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日前說，阿根廷 「在一次
19世紀殖民主義的公然奉行中」，被英國搶走馬島，
要求英國把馬島歸還。

卡梅倫就強調，他 「絕對清楚」英國將以軍事力
量來保留福克蘭群島。

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 「我時常得到關
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因為我想知道，我們的防禦很強
，我們的決心也極大。」

被問英國會否為保留該群島而開戰時，他回答：
「我們當然會這麼做，我們在福克蘭群島有強大的防

禦，這是絕對重要的，而且我們有快速的噴射機和軍
隊駐在那裡。」

在阿根廷，外交部在卡梅倫置評之後作出強烈的
反駁。

它批評 「英國首相言詞的侵略性」，重申它要求
倫敦遵守聯合國大會一項決議，讓糾紛中的雙方舉行
會談。

卡梅倫日前說，福克蘭群島上的3000名居民都強
烈渴望留在英國，並有機會在3月一次有關其政治地
位的公投中，表達他們的意見。

預期島民們會踴躍投票，以爭取繼續留在英國。
去年9月發放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95%的居民

認為自己是福克蘭群島島民、英國人，或來自英國在
南大西洋的另一個海外領土聖赫勒拿島。

英有權改變與歐盟關係
另外，卡梅倫6日在BBC訪談節目中表示，英國

「完全有權」要求改變與歐洲的關係。卡梅倫所屬的
保守黨長期對與歐洲合作持懷疑態度；很多保守黨議
員希望政府能夠就英國是否應該繼續留在歐盟之內舉
行一次全民公決。他保證說，保守黨在四年之後的
大選中一定會在歐洲問題上給民眾一個 「選擇的機
會」。

卡梅倫在談到與歐洲關係時特別指出，由於歐元
區國家正在為了歐元的存亡而手推進歐元區的政治
、經濟等方面的一體化進程，因而這樣的一個 「新歐
洲」已經與英國所同意加入的歐盟大不相同了。 「當
歐元區國家做出改變的時候，英國也同樣希望做出改
變，」卡梅倫說，英國政府希望做出的改變包括限制
歐盟內部的人口流動。

不過，卡梅倫也同時指出，完全退出歐盟也與英

國的國家利益不符，因為對歐盟貿易額佔英國整個
對外貿易額的50%。他說，一旦英國完全退出歐盟
，則將 「對我們最大的市場失去規則制定的發言
權」。

卡梅倫說，他準備2015年競選連任，並爭取執政
至2020年。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華盛頓郵
報》7日消息：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內的國家安
全團隊最高負責人人選7日出爐。共和黨籍的前內布
拉斯加州參議員哈格爾將接替帕內塔出任國防部長
，現任國家反恐顧問布倫南將接替因 「情婦門」 下
台的彼得雷烏斯接手中央情報局。由於兩個人選都
充滿爭議，恐怕在參議院確認提名時會爆發激戰。

白宮消息人士7日說，奧巴馬已決定提名66歲的哈格爾出任
防長和57歲的布倫南出任CIA局長，定於當地時間周一中午宣布
決定。哈格爾將是奧巴馬任用前眾議員拉胡德出任運輸部長後，
第二位加入民主黨政府的共和黨人士。

但共和黨內重量級人物對他頗多微詞，認為他對以色列抱有
敵意，對伊朗的看法太天真，要通過參議院的同意程序很困難。
哈格爾則指美國存在 「猶太游說集團」，引起部分議員不滿。另
外，他過去呼籲裁減軍隊規模，《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指他力
主大規模裁減軍費，根本不適宜當防長。

「對以最有敵意的防長」
因此，哈格爾的防長提名，恐怕會在參院表決時引爆激戰。

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表示，他對是否支持哈格爾出任防長持
保留態度，並預測哈格爾將在參議院接受有關以色列、伊朗核問
題和國防預算削減的嚴厲拷問。麥康奈爾說： 「他得要和其他提
名人選一樣，獲得公平的聽證。我會等看聽證會的情況如何，
他的看法是否與獲提名擔任的工作相稱。」

參院共和黨重量級議員格雷厄姆更表示，哈格爾將是 「美國
有史以來對以色列最有敵意的國防部長」，在外交和國防事務上
經常直言不諱，稱這是一個 「放肆且極具爭議的人選」。另一位
重量級共和黨人、得克薩斯州參議員科寧說，提名哈格爾當防長
，是向以色列以及美國所有中東盟友釋出的 「最壞信號」。

除了來自共和黨內部的反對意見，美國國內的同性戀人權團
體也對哈格爾發起了猛烈攻擊。1998年，霍梅爾提名為美國駐盧
森堡大使時，哈格爾曾批評霍梅爾不堪重任，因為他是 「一名公
開且行為放肆的同性戀者」。

布倫南掌中情局 曾涉用水刑
不過，包括多位前駐外大使、前參議員都讚賞哈格爾的經驗

和獨立性。前美國駐伊拉克和阿富汗大使克羅克就稱哈格爾是一
名 「政治家」， 「美國現時像這樣的人已經不多了」。

奧巴馬政府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賴斯出任國務卿人事案上，
就曾打退堂鼓。參議院民主黨幕僚說： 「哈格爾的情況比起賴斯
，如今要弱得多，至少民主黨議員會力挺賴斯。」不過白宮還是
有信心能爭取到兩黨足夠票數，通過提名。

另外，布倫南曾在CIA工作長達25年。奧巴馬在2008年已有
意提名他擔任CIA局長，但是外界一直質疑小布什期間採用的 「
高強度審訊手段」獲取情報與他有關，最後自行撤銷提名。
布倫南多次否認使用水刑等方式，對被拘留的疑似恐怖分子
嚴刑拷問。

巴勒斯坦擬正式更國名

▲共和黨人哈格爾將出任美
國國防部長 美聯社

▲美國國家反恐顧問布倫南將出任CIA局長 路透社

▲英國首相卡梅倫6日在BBC接受訪問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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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陸軍，到越南服役；

在家鄉內布拉斯加州擔任新聞主播和脫口秀主持；

美國退休老兵管理署副署長；

創辦多家顧問公司，涉及諮詢、電訊、非營利機構和投資銀行等多個行業
，並擔任總裁和主席等多個職務；

三屆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聯合主席、國防政策委員
會成員；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主席

以色列 將親以色列游說團體稱作 「猶太游說團」

，宣稱 「猶太人游說團」 恐嚇美國國會
哈格爾主要觀點

伊朗核問題 反對以色列或美國軍事襲擊伊朗，質疑制

裁伊朗的成效，支持與伊朗直接磋商談判

阿富汗撤軍 支持加快撤軍

對華
呼籲美國正視中國崛起，必須在對華政策

方面顯示智慧

【本報訊】據法新社7日消息：美國國務
院7日表示，因頭部有血塊而入院治療的美國
國務卿希拉里周一返回工作崗位，結束為期一
個月的病假。

去年12月7日，65歲的希拉里結束歐洲行
程回國後，因腸胃炎不適在家休息，後來在家
中暈倒導致腦震盪。希拉里的發言人萊因斯在
去年12月30日發表聲明說，醫生在檢查時發現
希拉里最近遭受腦震盪後體內形成血塊，她在
開始在紐約長老會醫院住院治療。希拉里的醫
生說，醫學檢查顯示，血塊位於她右耳後側、
大腦和顱骨之間一條血管內。她沒有因此出現
中風或受到神經上的損傷。1月2日，希拉里病
情好轉，在家人陪同下出院，之後一直在紐約
家中休養。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說，希拉里住院期
間始終通過電話，與華盛頓的國務院員工保持
聯繫，審閱書面文件。根據醫生的建議，希拉
里短期內將不會開展外訪活動。

國務院稱，希拉里本周在白宮的首個會議
將於8日召開，屆時參加會議的還有美國國防
部長帕內塔和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

因為休養了近一個月，希拉里終於在周一
復工，和多名助理國務卿召開閉門會議，並會
陸續參加十多項會議，包括到白宮進行三次會
議。到周四，她又將會見到訪的阿富汗總統卡
爾扎伊，並舉行工作晚宴。除了卡爾扎伊外，
她還會在本周二會見愛爾蘭和南非大使。

希拉里將於本月稍後卸任美國國務卿一職
。美國總統奧巴馬已提名民主黨參議員克里為
她的繼任者，預計會順利獲得國會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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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2日在家人陪同下出院 路透社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中央社7日消息：獲
奧巴馬提名為國防部長的哈格爾，是共和黨內的中
間派，以不受黨派拘束和直言不諱的形象著稱。如
果順利通過提名，他也將成為首位領導五角大樓的
老兵。

哈格爾在1997年至2009年間擔任內布拉斯加州
的聯邦參議員，現任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主席，同
時是喬治敦大學教授。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屬溫和派
，與小布什政府就伊拉克戰爭意見相左，是共和黨
內反對伊拉克戰爭的主要政要。

儘管哈格爾支持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經過一
段時間後，他開始批評這場持續10多年的衝突，以
及幫助阿富汗成為真正國家的複雜過程而努力。

哈格爾時常透過在越南服役的經驗看待阿富汗
戰爭，他曾宣稱軍隊是 「用來戰鬥和贏得戰爭，而
非用來團結失敗國家」 。他去年接受訪問時表明，
須以更全面的外交政策解決阿富汗內部政治問題，
並表示 「美國人希望擺脫」 戰爭。

他去年10月接受《越南雜誌》訪問時說，他記
得1968年在越南告訴自己， 「如果我能脫離這場戰

爭，如果我未來擔任可以影響政策的職位，我將盡
己所能避免不必要、無意義的戰爭」 。

而對政治和國防部內部人士來說，奧巴馬偏好
哈格爾有其道理。對奧巴馬來說，哈格爾還有另一
項資歷很重要：他與奧巴馬有私交。他們在擔任
參議員時建立良好關係。去年3月，他告訴外交政
策網站Al-Monitor說： 「我認為奧巴馬整體而言做
得很好。我有很多事情和他意見相左，而他也知
道。」

奧的 「盟友」 和 「避雷針」
《紐約時報》將奧巴馬與哈格爾的關係概況為

「盟友」 。2008年7月，在奧巴馬與希拉里爭奪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期間，哈格爾曾陪同奧巴馬訪
問阿富汗、伊拉克、約旦和科威特。2012年，在奧
巴馬尋求連任時，面對麥凱恩對奧巴馬的指責，哈
格爾為奧巴馬辯護，稱麥凱恩試圖詆毀奧巴馬的愛
國情懷。在很多方面的觀點上，哈格爾被視為民主
黨面對共和黨批評的 「避雷針」 。

哈格爾與奧巴馬政府首任防長蓋茨許多理念相

同，都提到須以全球性方案化解區域衝突，並強調
利用所謂的軟實力來支持弱小國家，包括經濟與政
治援助。

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將於本周在華盛頓會見
奧巴馬，討論美國2014年從阿富汗撤軍計劃。美
國政府一官員則稱，哈格爾的上任 「特別適合」
幫助完成撤軍，也有利於制定軍隊返美後的開支
預算。

首位老兵領導五角大樓
美料將加速從阿撤軍

▲2007年，時任伊利諾伊州參議員的奧巴馬與哈
格爾（左）一起 資料圖片

▼美五角大樓俯瞰圖 資料圖片

哈格爾主要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