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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18 日宣布，俄新一届总统选
举将在 2018 年 3 月 18 日进
行。虽然现任总统普京此前
仅表示愿“考虑”参选，但舆
论普遍认为，目前支持率高
企的普京有很大概率参选并
连任。

【新闻事实】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秘书迈娅·格里申娜 18 日宣
布：“总统选举将在2018年3
月18日进行。”

俄 国 家 杜 马（议 会 下
院）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
洛金 13 日被媒体问到是否
有意竞选下届总统时，他回
答说：“我心中的总统候选
人只有一位，他的名字是弗
拉 基 米 尔·弗 拉 基 米 罗 维
奇·普京。”

普京 8 月初视察俄罗斯
布里亚特共和国期间，被问
及是否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
举，他表示愿意“考虑”。

舆论认为，俄官方将总
统大选定在3月18日别有深
意。2014 年 3 月 18 日，普京
与克里米亚及塞瓦斯托波尔
代表签署条约，允许两地加
入俄罗斯联邦。

【深度分析】

2012 年，普京从总理职
位重回总统宝座。

那场选举赢得很艰难，
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

（统俄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
勉强保住半数席位。在庆祝
当选的集会上，普京眼中闪
烁着泪花。

与 5 年前相比，俄经济
起色不大，外部环境更为险
恶 ，但 俄 民 众 更 加 信 任 普
京。不少俄罗斯人认为，一
切不幸和痛苦归咎于西方

“敌对势力”，而只有普京能
与西方抗衡，确保俄罗斯大
国地位，避免俄罗斯社会陷
入动荡。

去年 9 月举行的国家杜
马选举中，统俄党赢得绝对
多数席位；在不久前举行的
俄地方选举中，统俄党再度
取得压倒性胜利。

国家杜马选举和地方选
举被视为俄总统大选的风向
标。虽然普京没有正式宣布
是否参选，但舆论普遍认为
他一定会参选，而且会成功
连任。

【面临考验】

克里米亚入俄、俄军出
兵叙利亚轰炸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这些地缘政治
大事件让俄民众的国家自豪
感爆棚，也让普京收获超高
人气，同时更让西方国家“反
俄”情绪达到顶点。

西方舆论一度认为，普
京的人气只是昙花一现，由
于俄经济因西方制裁、油价
下跌等因素萎缩，生活水平
下降，民众会逐渐意识到普
京的政策“失误”。但在对俄
罗斯的判断上，至少在关于
普京的问题上，西方媒体总

是被“打脸”。
“给我 20 年，还你一个

奇迹的俄罗斯！”普京 2000
年 许 下 的 承 诺 快 要 到 期 。
如果他能在明年的总统选
举中获得连任，不仅将面临
国家发展等多重挑战，也将
面临能否完成这个承诺的
考验。

【背景链接】

普 京 现 年 64 岁 ，2000
年出任俄罗斯总统，2004 年
连任。因俄罗斯宪法规定同
一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
连续任期，普京 2008 年没有
参选总统而出任总理。同年
底，俄国家杜马通过宪法修
正案，将总统任期由 4 年延
长至 6 年，从 2012 年新当选
总统开始适用。2012 年 3
月，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

据新华社

俄总统选举日确定 普京连选连任概率大

新华社圣彼得堡电 俄
罗斯总统普京 18 日在俄罗
斯列宁格勒州一靶场观摩了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同举行
的“西部－2017”军演。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
息，普京乘坐直升机抵达军
演现场，在现场通过望远镜
认真观看了演习，并做出积
极评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
伊古等陪同普京观摩军演。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90 多位
代表同时观摩了军演。此次
军演旨在完善各级参谋部作
战协调性、对接俄白两国军
队及武器指挥系统，帮助指
挥官掌握规划军事活动和管
理部队的技能等。

演习中，假想敌人越过
边境进入俄罗斯并形成数个
500 人规模的分队，他们夺

取了大量直升机和无人机，
进行恐怖主义破坏活动。俄
军方对假想敌人进行了空中
地面联合打击，“敌人”最终
被包围并消灭。

“西部－2017”联合军
演 14 日开始，将持续至 20
日。演习将在白俄罗斯境内
多个试验场以及俄罗斯境内
3 个训练场举行，共有 1.27
万人参演。

普京观摩“西部－2017”俄白联合军演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一个工
作组 18 日说，将把针对朴槿惠政
府“文化界黑名单”一事的调查范
围扩大，预计会把李明博政府的可
疑案例纳入调查之列。

根据另一项初步调查，李明博
执政时期的情报机构涉嫌伪造上
榜人士的裸照，以达到抹黑目的。

【扩大调查范围】

文化体育观光部工作组负责
人赵永宣（音译）律师 18 日在首都
首尔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工作组调查的许多案例发生在朴
槿惠执政时期，但我们另外还接到
了不少报告和调查申请，指向李明
博执政时期的可疑案例”，因此决
定扩大调查范围。

随着去年朴槿惠“亲信干政”
丑闻发酵，有爆料称朴槿惠政府制
定“文化界黑名单”打压异己，被列
入名单的包括超过 9000 名艺术
家、导演、作家等文化界人士。

上榜人士中，一类属于不满朴
槿惠政府在“世越”号沉船事件中
的应对方式，另一类则支持文在
寅、朴元淳等新一届总统热门人选
或者朴槿惠的其他“政敌”。这份
名单起初只有数十人，之后不断扩
大，电影演员宋康昊、河智苑以及
导演朴赞郁等人都在名单之列。

【“黑名单”上列有82人】

青瓦台先前一直否认存在这
份名单。文化体育观光部最初也

否认存在“黑名单”，但今年 1 月 23
日改变态度，作出公开道歉并承诺
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国家情报院一个改革工作组
本月 11 日宣布，李明博执政时期
的国家情报院涉嫌制定了一份类
似的“文化界黑名单”，以多种手段
对付上榜人士。据韩联社报道，这
份“黑名单”上列有 82 人，包括喜
剧演员、小说家、影视演员、电影导
演和歌手。这一工作组已经请求
检方展开彻查。

【涉嫌伪造裸照？！】

文化体育观光部的工作组 18
日说，眼下正在调查6桩较大案件，
包括政府部门涉嫌插手釜山国际
电影节等事宜。

按韩联社说法，老牌影星文成
根也在李明博政府的“文化界黑名
单”之列。国家情报院工作组的调
查显示，该院心理战小组涉嫌2011
年 11 月伪造了一张文成根与女演
员、社会活动家金汝真的裸照，散布
于互联网以达到抹黑两人的目的。

文成根 18 日上午前往首尔中
央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供证词。他
在进入办公室接受检方询问前告诉
媒体记者：“国家情报院通过正式途
径制作和散布色情照片。李明博政
府竟然把国家的脸丢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非常震惊和悲叹。”

李明博 2008年 2月至 2013年
2 月担任韩国总统，眼下尚不清楚
他对最新调查作何回应。

新华社专特稿

更多爆料！

韩扩大“文化界黑名单”调查范围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18日说，朝鲜先前试射中远程弹道
导弹时，美国未予拦截，原因是美
方判断导弹并非瞄准美国及其盟
国。但是，如果今后朝方导弹对美
国及盟国构成威胁，美方将采取

“不一样的应对措施”。
朝鲜分别于 8 月 29 日和 9 月

15 日试射“火星—12”型中远程弹
道导弹，均从日本北海道上空飞
过，引发日方强烈反应。

在记者会上被问及美方为何
不启用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朝方导
弹，马蒂斯称，朝方“故意挑衅，以
测试他们能走多远，同时不越过他
们脑中划出的界线以免陷入易致
打击的形势”，因而“他们把（导弹）
目标区设在太平洋中部”。

马蒂斯表示，外交手段和制裁
已经使朝方进一步感受到压力。
同时，他继续施放强硬信息，称美
方没有放弃军事手段。

被问及美方是否继续保持动
武选项，马蒂斯回答：“是，但是我
不会讨论细节。”

他还说，如果今后朝方导弹威
胁到美国或日本，“将触发我们与
此前不同的反应”。

前一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妮基·黑莉威胁道，美方在联合国层
面的手段已经“基本用尽”，“我非常
乐意把这个问题踢给马蒂斯将军，
因为他有很多军事手段可用”。

黑莉把紧张局势加剧的责任
归于朝方，表示“我们不想打仗”，
但是朝方“不顾后果”“不断对美国
及其盟友发出威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9 日援引
一些专家的话说，虽然美国占有绝
对军事优势，但是一旦对朝动武，
将会引火烧身。中俄提出的路线
图 则 是 化 解 半 岛 危 机 的 绝 佳 方
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
弗朗西斯·博伊尔说：“中国和俄罗
斯提出的‘双暂停’倡议，为按照联
合国宪章达成美国与朝鲜之间的
善意和直接谈判提供了绝佳基础。

博伊尔还认为，美国威胁对朝
动用武力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新华社专特稿

判断导弹并非瞄准美及其盟国
美防长谈为何不拦截朝鲜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