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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美聯社、中新社1月31
日消息：由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出任國防
部長的查克．哈格爾1月31日出席國會參議
院提名聽證會，接受議員質詢。談及對華
政策時，他稱履職後將繼續增進中美兩軍
關係，深化兩軍對話，減少誤傳、誤解、
誤判帶來的風險。同時還強調支持美國安
全戰略東移政策，將繼續支持美軍在亞太
地區擴軍態勢。

【本報訊】據《紐約時報》1月31日消息：美國候任防
長哈格爾1月31日出席參議院提名聽證會，結果成為一場 「
苦戰」：他提供了112頁的書面證詞，他經歷了7個多小時的
「拷問」，他還激怒了同為共和黨的議員，被他們反覆地逼

問。
66歲的哈格爾是前內布拉斯加參議員和受勳越戰老兵，

如果成功就任，他將是首位應徵入伍的作戰士兵成為國防部
長。他在回答問題時，常常顯得躊躇。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
共和黨人對他不留情面，如同檢察官一樣詳細盤問他，且常
常打斷他的話。在七個半小時的聽證會期間，哈格爾回答問
題時有時候結結巴巴，這不僅使民主黨人感到沮喪，而且受
到共和黨人的嘲弄。

密蘇里民主黨人、軍事委員會成員克萊爾．麥卡斯基爾
對MSNBC電視說： 「我要直話直說。我認為查克．哈格爾
更適合提問題而不是答問題。」該委員會共和黨成員、猶他
州共和黨參議員邁克．李直言不諱地說： 「哈格爾參議員今
天幫不上自己什麼忙。」

哈格爾在聽證會上忍受數小時的無情質問，共和黨參議
員引述他多年來未經深思熟慮就說出口的言論，批評他在國
家安全問題上想法天真，且對華府堅實盟友以色列不忠實。

哈格爾過去在以色列問題上時常有尖銳發言，這次面對
質疑，選擇不推諉迴避，表示他對於自己說 「猶太游說團體
」及其對國會的影響，感到遺憾。哈格爾時有失言，還口誤
，說自己贊成 「遏制」伊朗，而不是奧巴馬防止伊朗取得核
武的政策，收到幕僚紙條提醒後才改口。

聽證會上最激烈交鋒之一是同為越戰老兵的參議員麥凱
恩質問哈格爾的時候。麥凱恩數度打斷哈格爾，要求他回答
2007年反對大舉增兵伊拉克是否是個錯誤。哈格爾拒絕清楚
回答是或不是，麥凱恩表示失望。

麥凱恩說： 「拒絕回答當年你反對增兵是做對還做錯，
將影響我判斷是否要投票贊成你的任命案。」哈格爾未正面
答覆，只說： 「我寧可交由歷史裁斷。」

哈格爾表現躊躇

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因政策
立場備受共和黨議員質疑，哈格爾破天荒提供了一
份長達112頁的書面證詞，其中一節闡明他對中美兩
軍關係的設想。

密切關注華軍事發展
哈格爾在證詞中稱，當前中美正在攜手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應對共同面臨的地區和全球挑戰。哈
格爾指，現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軍事實力不斷增
強，中國的增長和潛力使得中美有機會在利益交融
的領域展開合作，但也可能引發焦慮和關注，如果
獲任防長，他將根據美國亞太國防形勢的要求，全
面評估中國發展帶來的影響。

提及中美兩軍對話，哈格爾稱他相信持續深入
的對話富有價值，可以加深彼此間的理解，減少誤
傳和誤解導致的誤判風險，履職後他將努力增進中
美兩軍的交流和交往。

他同時聲稱，中國正致力打造長期、全面的軍
事現代化項目，旨在提高軍隊戰鬥力，打贏高強度
、短促的局部軍事行動，美國應繼續密切關注中國
軍事現代化進程，鼓勵中國增加軍事透明度。

作為前內布拉斯加州資深參議員，哈格爾曾兼
任 「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主席。2011
年，他開始共同主持一個由民主、共和兩黨組成的
諮詢委員會，為推動10萬美國學生留學中國提供指
導。

2005年，哈格爾曾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署
名文章，強調美國必須正視中國崛起的現實，並指
如果美國政府陷入誤區，很可能鑄成大錯，導致美
中關係走向危險和衝突，因此決不能讓偏執觀念左

右美國的對華政策。

指朝鮮是 「擁核國家」
除此之外，哈格爾對美國安全戰略東移表示支

持。他說，美軍加快亞太駐軍現代化和加深與該地
區盟友協作可應對各種威脅，有助地區穩定。他說
，自己支持繼續加深與亞太地區盟友開展安全合作
。他強調，如果提名獲得通過，將持續支持美軍在
亞太地區擴軍的態勢，例如移轉部隊至關島和澳洲
，維持彈性調動，並以海軍基地為核心，在外交上
與盟邦密切合作。

哈格爾還在聽證會上強調，朝鮮 「不僅僅是一
般的威脅」，而是 「事實上的擁核國家」。哈格爾
說，美國國防部一方面重新調動軍事資源，將戰略
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另一方面正加強與日本、韓國
、澳洲等傳統盟國的溝通與合作，以防範來自朝鮮
的軍事威脅。

在哈格爾提供的112頁書面證詞中，他一口氣回
答了114個問題。從美國國防開支到軍隊同性戀，從
伊朗核問題到以色列安全問題，從美國調整亞太軍
力到中美兩軍關係，都被涵蓋在這份長度十分罕見
的證詞當中。

美新防長倡中美兩軍對話

【本報訊】據法新社東京2月1日消息：美軍太平
洋司令洛克利爾2月1日表示，美國的轉向亞洲政策並
非意味要在該區建立新基地，而是加強現存的聯盟
並將之現代化。

洛克利爾在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部表示
： 「美國無意在亞洲建立更多基地。我們希望與我們
的夥伴們……繼續緊密運作。」洛克利爾又說： 「外
界大量揣測和非常懷疑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再平衡舉措
。讓我這麼說吧：再平衡是一種共同工作和合作的策
略。而我們再平衡的基礎將是……把我們的5個太平
洋條約聯盟現代化和加強。」

他又說，澳洲是美國再平衡的 「一條重要支柱」
，亞太地區不能被視為與印度洋分隔開來，並歡迎印
度在建立安全網絡中扮演 「領導」角色。他說： 「簡
單地建立一個像北約的安全組織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因為這個地區太多樣化。我寧願看到這個廣闊地區的
不同部分有一種安全關係的聯盟。到時這一切攜手合
作，以確保安全環境能抵擋任何衝擊。」

洛克利爾又重申，美國對釣魚島最終主權歸屬沒
有立場。他說： 「我們預期這些爭議將毋須以強迫的
方式解決，而且最終會在各政府間達成協議並作出決
定，毋須軍事干預。」在亞太地區，他說建立一套 「
行為守則」，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水域都有責任遵
守，十分重要。他又指出，美國正鼓勵在南海及東海
有領土爭議的國家 「不要引入軍事硬件的觀點，以免
計算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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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議員圍攻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1月31日消息
：儘管哈格爾在提名聽證會上結結巴巴、糊裡
糊塗，表現簡直就是差勁極了，但是這些都不
能阻止他成為五角大樓的最高領導者。

當他的前共和黨同僚們步步進逼，向他提
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時，哈格爾往往顯得不知所
措。他與曾經的老朋友麥凱恩的對話尤能說明
他表現的低劣。

哈格爾不僅應做好更多的準備來回答這些
讓他無法招架的問題，而且應更多來應付很多
參議員提問題時的對抗性語氣。政黨的成員們
最討厭的，莫過於某個他們認為背離黨的人。
哈格爾在伊拉克問題上背離共和黨人，以及他
對奧巴馬競選的全力支持，這些都是他的前同
事們難以忍受的事情。

但是儘管如此，大家同樣不應忘記，如果
歷史可作為前車之鑑的話，那麼哈格爾仍非常
有可能獲確認就職。理由很簡單：民主黨人似
乎仍與哈格爾坐在同一條船上。而只要民主黨
人不鬧分裂，那麼哈格爾將會獲參議院軍事委
員會通過，原因是該委員會有14名民主黨人和
12名共和黨人。他也會獲參議院全體會議通過
，因為在參議院，民主黨人或親民主黨的獨立

人士控制了55個議席。
除非大批民主黨人棄哈格爾於不顧（而這

個可能性是很低的），否則唯一使他不能獲確
認的是共和黨人選擇阻止他的提名。而從歷史
角度看，這種情況非常罕見。我們不要忘記，
在2007年的司法部長確認聽證會上，邁克爾．
穆凱西拒絕把水刑稱為酷刑，這使民主黨人深
感惱火。但是，穆凱西依然以53票獲確認，包
括多位民主黨參議員的支持票。

獲民主黨支持 任防長無懸念

【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中新社1月31日消息：
即將卸任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1月31日在一場 「告別演說」
中談及錯綜複雜的中美關係，她指出中美已建立了具有足
夠廣度和彈性的關係，並稱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
國，美國將繼續歡迎中國的崛起。

希拉里當日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就 「美國的領導力」
發表演說，全面回顧自己任內四年的美國外交政策，並展
望未來四年的美國外交走向。由於她將於2月1日卸任，繼
任者克里將在當日宣誓就任，因此這場演說被視為希拉里
最後的 「告別演說」。

在當日演說中，希拉里提及多個國家，但用了最長的
篇幅來闡述中美關係。她強調，中美關係是獨特、重要而
又複雜的，雙方如何打交道將 「定義」諸多共同的未來。

「我們正在試圖書寫一個老問題的新答案：當一個老
牌強國和一個新興強國相遇時會有何結果？」希拉里說，
這句話她曾在許多場合說過並且被非常高層的中國領導人
引用過。希拉里表示，為了寫好這個新答案，雙方必須能
夠隨時調動所有的 「槓桿」，因此兩國通過中美戰略與經
濟對話擴大了高層交往，議題涵蓋了朝鮮、海上安全等傳
統的戰略問題，也包括了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知識產權
等新挑戰。

希拉里指出，中美已經建立起了具有足夠廣度和彈性
的兩國關係。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我們。」希拉里說
： 「如果中國選擇在該地區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美國將繼
續歡迎中國的崛起。」

在當日的演說中，希拉里全面盤點了自己任內四年的
「政績」，並給繼任者開出了 「作業」清單，強調這些都

是未來四年必須繼續推進的議程。

為繼任者開 「作業」 清單
她開出的七大 「作業」包括：在不忽略中東和北非的

同時，鞏固美國在亞太的參與；繼續致力於防止致命武器
的擴散，特別是針對伊朗和朝鮮；在繼續關注 「基地」組
織及其附屬機構的同時有效地終結美國在阿富汗的作戰任

務；推行一個從亞洲到拉丁美洲再到歐洲的廣泛的經濟議
程；繼續尋找下一個緬甸；利用國內的能源更新並加強應
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應對政府及整個社會中新出現的問題
，比如網絡安全。

希拉里表示，必須繼續推進這些議程是因為美國是一
個 「不可或缺」的國家，是進步、繁榮與和平的力量。她
說： 「我相信我的繼任者和他的繼任者以及所有出任國務
卿一職的人，將在本世紀繼續發揮領導力，就像我們過去
所做的那樣：巧妙地、不知疲倦地、勇敢地使世界更加和
平、更加安全、更加繁榮、更加自由。」

對於希拉里 「太平洋能夠容納中美兩國」的說法，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月1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四年，
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並取得重要積極進展，這與兩國領
導人、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推動和努力是分不開的。中方祝
賀克里先生出任美國國務卿。中方願與美方共同努力，按
照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和確定的方向，不斷推進中美合作
夥伴關係建設，探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美候任防長哈格爾1月31日參加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的提名聽證會 法新社

▲

▲

哈格爾在聽證會上遭到同黨議員的猛烈炮轟，他在
回答問題時吞吞吐吐，表現十分差勁 法新社

▲參議員們1月31日正在認真聽取哈格爾在
聽證會上的報告 路透社

▲▲ 即將卸任即將卸任
的美國務卿的美國務卿
希拉里希拉里 11 月月
3131日發表了日發表了
名為名為 「「美國美國
的領導力的領導力」」
的演說的演說

法新社法新社

【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共同社2月1日消
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月1日在參議院表示，日中
關係是最重要的兩國關係之一，將回到戰略互惠關
係的原點，從大局出發推進。中國外交部對此回應
稱，希望日方以實際行動為此做出努力。

安倍晉三是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回答公明黨代
表山口那津男的提問時做出上述表示的。上月28日
起，日本召開第183屆國會，安倍晉三在發表執政理
念演說後接受各黨代表提問。

山口那津男重點就安倍晉三改善日中關係的決
心提問。山口那津男上月訪華，1月25日，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了到訪的山口那津男。

安倍晉三表示，日中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之一，將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不因個別問題
而影響整體，從大局出發推進與中國的關係。他稱
「兩國間進行包括政治層面的交流很有意義」。

關於自民黨在眾院競選承諾中提出的派公務員
常駐釣魚島，安倍僅表示 「這是備選項之一」。安

倍在回答大眾黨議員有關日中關係問題質詢時表示
， 「與中國之間不存在需要解決的領土主權問題，
也不存在應該擱置的問題」。

安倍在大會上就 「村山談話」表示： 「將在
適當的時候發表與21世紀相符的、面向未來的談
話。」

對於安倍表示希望修復日中關係的言論，外交
部發言人洪磊表示，我們注意到了日本領導人的有
關表態。中日互為重要近鄰，中國政府重視發展中
日關係的方針沒有變化。當前新形勢下，雙方應在
中日間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基礎上，克服面臨的突
出困難，繼續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希望日方同
中方相向而行，以實際行動為此作出努力。對於日
方研究在釣魚島派駐公務員一事，洪磊表示中方在
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和一貫的。我們要求日
方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導致事態升級失控的行動，為
對話解決問題作出應有努力。

安倍再稱修復中日關係
中方：以實際行動做出努力

【本報訊】據俄羅斯之聲電台2月1日報道：巴
基斯坦的維權少女馬拉拉已由挪威議員推舉為2013
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一年前，馬拉拉因日記在西方被披露而成名。
這位女學生在日記中講述了塔利班禁止她和其他孩
子們上學，呼籲女性理應接受教育。

去年10月9日，15歲的馬拉拉在巴基斯坦西北部
斯瓦特河谷放學乘坐校車回家途中，被塔利班武裝
分子開槍襲擊，頭部中槍重創，事件引起國際社會
廣泛譴責。

巴基斯坦神經外科醫生為她動了手術，隨後她
被送往英國繼續接受治療。

國際公認馬拉拉為抵抗塔利班、爭取婦女教育
權利的標誌，此前全球超過百萬人曾簽署請願書，
要求她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聯合國已將每年的11月10日定為 「馬拉拉日」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聯合國網站上一個視頻留
言裡說： 「我同全球100萬支持馬拉拉的人們一樣，
對她表示支持。受教育是一項最基本的人權，它是
通往發展、包容和成為世界公民的一條必經之路。」

馬拉拉成和平諾獎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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