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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8 日电(记者孙丁、徐剑梅)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
将于今年年底去职。特朗普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透
露，他将于未来一两天内宣布凯利的继任者。

军人出身的凯利曾获特朗普高度赞赏，结果却
是高开低走、黯然离场。究其原因，凯利与特朗普并
不合拍，也与华盛顿政治圈格格不入。

白宫“救火员”

2017 年 7 月，为重塑白宫秩序，特朗普任命时
任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为新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现年 68 岁的凯利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45
年，2016 年以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的身份退役。2017
年初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长后，凯利在边境管控、移
民执法等方面采取的强硬举措得到特朗普认可。

在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里伯斯任职期
间，白宫运转紊乱，不断发生内部消息外泄事件。美
国媒体普遍分析称，凯利出身军旅，雷厉风行，特朗
普希望他能以治军方式整肃白宫。

白宫办公厅主任职责重要，是美国总统高级助
理，负责安排总统日程、管理白宫团队和事务等，常
被称为白宫“大总管”。上任不久，凯利便着手“清理
门户”，先后“赶走”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安东
尼·斯卡拉穆奇和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这两

名争议人士。他曾向身边人透露，在白宫，他更希
望别人敬畏而不是爱戴他。

与此同时，凯利试图在白宫内部建立信息传
导和决策架构，包括设定总统听取顾问建议的时
间段、定期举行内阁会议等。他还缩小了白宫会议
参与人员规模，以期提高会议效率并降低泄密风
险。此外，凯利还一度严控能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
室接触总统的人员，履行了总统办公室“守门人”
的职责。

一系列“狠招”令凯利迅速树立了威信，被誉
为白宫“救火员”。白宫内外不少人都承认，在凯利
的管理下，白宫的日常运转恢复了应有的秩序。

华盛顿“圈外人”

特朗普当初选择凯利管理白宫，主要是认可
其在从军期间以及国土安全部长任上的表现。但
事实证明，凯利与华盛顿政治圈以及特朗普本人
并不“合拍”，特朗普对他从欣赏逐渐变成排斥。

对于凯利来说，白宫乃至整个华盛顿政治圈
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凯利的前上级、前国防部长罗
伯特·盖茨就曾指出，尽管凯利此前有过与联邦政
府行政分支打交道的经历，但置身其中则完全是
两码事。盖茨曾告诫凯利，从政比治军更加复杂、
更有挑战性。

前总统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
帕内塔表示，凯利戎马一生，性情和行事方式都很
直接，不乐意与政客“扯皮”，然而与政客打交道是
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重要职责。

同样以华盛顿“圈外人”身份进入白宫的特朗
普很快对凯利设置的条条框框失去了耐心，开始
“绕过”凯利和他的“规矩”行事，两人间的嫌隙逐日
加深。此外，凯利也不像特朗普那么爱看电视和使
用社交媒体，不能及时知晓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
内容。二人对信息的获取和感知很难在一个频道
上，特朗普对凯利的评价也开始变得“摇摆不定”。

火上浇油的是，凯利自己也因言行不当屡次
遭到非议。今年 2 月，白宫一名工作人员因家暴指
控辞职时，凯利却称赞当事人的品格和工作能力。
“家暴门”事件令他在白宫内部的公信度急转直下。

据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输
掉众议院控制权后，特朗普曾私下表示，他希望首
个任期余下两年里身边能有一个更懂政治的人辅
佐他。在特朗普眼里，凯利在政治方面不够精明。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媒体不时援引内部人士
的话描述凯利在白宫的困境，他即将离职的消息
也数次见诸报端。舆论认为，鉴于中期选举之后特
朗普在施政方面受到更多掣肘，在内阁人事方面
或将进行更多调整，白宫“大总管”这个职位注定
挑战重重。

一些法国民众 8 日在首都巴黎
以及部分外省地区发起新一轮示威
活动，抗议法国政府上调燃油税导
致油价上涨。当天，巴黎香榭丽舍大
街的商店闭门谢客，戴高乐广场、协
和广场等地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巴
黎市内多个地铁站及埃菲尔铁塔、
卢浮宫等主要景点关闭。

分析人士指出，持续发酵的抗
议活动不仅让法国经济和国际形象
受损，还可能导致法国总统马克龙
上台以来推进的改革进入“失速”轨
道。

民众不满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 8 日晚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内政部和
警方吸取了此前应对示威时的教
训，针对暴力分子出手果断，局面整
体得到了控制。

法国政府计划从明年 1 月 1 日
起上调燃油税，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11 月 17 日以来，一些民众连续四
个周末在巴黎及其他外省地区举行
抗议活动。实际上，2018 年以来法
国柴油和汽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
的上涨，民众已经颇为不满。

法国总理菲利普 12 月 4 日宣
布，法国政府将延期六个月上调燃
油税。法国环境部长德吕吉 5 日则
对媒体表示，他已与马克龙通电话，
确认政府决定取消明年上调燃油税
的计划。

但法国政府这一让步并未平息
民众的不满情绪。英国舆观调查公
司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和菲利普
的民意支持率分别跌至 1 8% 和
21%，为两人就任以来最低。法国极
右、极左等政治势力也借机抨击马
克龙政府，部分政党更是决定于 10
日联合向法国国民议会提交对政府
的不信任议案，以寻求弹劾政府。

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目前对内阁掌控
力较强，其所在的共和国前进党在法国国民
议会的多数席位依然稳固，对政府的不信任
议案通过的几率不大。

经济受损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近日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自从针对政府上调燃油税的
示威抗议活动开始以来，法国经济受到“严重
和持续”的影响，抗议活动波及地区的批发业
销售额下降 15%至 25%，零售业销售额下降

20%至 40%，餐饮业营业额下降
20%至 50%，酒店业的预订人数
更是罕见地下降 15%至 20%。

法国国家食品工业协会发
布公报说，近期持续的示威抗议
令法国食品行业蒙受严重损失，
预计该行业的损失高达 135 亿
欧元，中小企业成为最大受害
者。法国商品运输和物流行业协
会则表示说，抗议活动和骚乱已
给该行业造成至少 4 亿欧元损
失。

法国旅游业企业联合会主
席罗兰·埃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时表示，暴力骚乱严重损害巴黎
和法国的形象。法国政府和相关
行业在 2015 年法国发生多起恐
怖袭击事件后曾努力重塑形象，
近期的骚乱使得这一努力泡汤。

改革受阻

对于示威活动内因，中国社
科院欧洲所研究员赵晨认为，增
加燃油税只是导火索，根本症结
在于法国经济持续不景气，中低
收入群体购买力下降，生活负担
加重。

马克龙执政一年多来，推进
了一系列整体上削减民众福利
水平的改革举措，同时还取消
“巨富税”、资产税等，鼓励法国
人将目光从“分蛋糕”转向“做蛋
糕”。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利在长
远，但短期内势必触动一些阶层
的利益，导致民众不满增加。

当地媒体分析报道称，改革
进程中民众缺乏获得感是此次
示威运动席卷法国的重要原因
之一。据报道，近 5 年来，法国工
资水平上涨不多，而中低收入群
体的税收负担却始终十分沉重，
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是改革的受
益者。菲利普日前在公开讲话中
也坦承，目前法国是欧洲范围内
税收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法国
的税收体系“复杂得可怕”。

分析人士指出，此轮示威活
动或导致马克龙锐意推进的改革进入“失
速”轨道。马克龙此次迫于压力放缓改革步
伐，将造成负面示范效应。此外，暴力骚乱严
重打击他的执政威信，以后将更难凝聚人心
推进改革。

另一方面，马克龙取消明年上调燃油税
的计划后，弥补财政收入缺口将成为法国政
府面临的一大难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当，
将导致法国明年财政赤字增加，进而影响到
马克龙在欧盟范围内的威信，令他“重塑”欧
盟的雄心受挫。 (记者韩冰、应强)

新华社巴黎 12 月 8 日电

约翰·凯利：高开低走的白宫“大总管”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7 日电(记者朱东阳、刘晨、
刘品然)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说，他将提名国务院女
发言人希瑟·诺尔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
接替定于年底离职的妮基·黑利。

从电视台女主播到国务院发言人、代理副国务
卿，直到现在被提名常驻联合国代表，身处聚光灯下
的她总少不了阴影相伴。

女主播变身外交官

诺尔特 1970 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美国
国务院网页上刊登的履历格外强调她在“广播新闻”
领域的从业经历：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硕士
学位，曾在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福克斯电视台任
记者、主持人，播报新闻并就热点议题发表点评。

在福克斯电视台工作期间，诺尔特曾主持特朗
普最爱看的节目之一“福克斯与朋友们”。2017 年 4
月，她在白宫的直接任命下进入国务院担任新闻发
言人。2018 年 3 月，她又获得新任命，兼任负责公共
外交和公共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被媒体称为国务
院的“四号人物”。

一位履历上没有外交经历的女主播能够进入美

国外交系统并超越国务院一众职业外交官，这让
诺尔特常常成为媒体、专家和议员们“火力”瞄准
的焦点，但她从未对此正面回应过。

为何会是她

早在 10 月，美国媒体就传出诺尔特是特朗普
心中常驻联合国代表考虑人选的第一名。黑利 10
月 9 日宣布将于年底离职后，诺尔特第二天就卸
任代理副国务卿一职，这被认为是她即将走上新
岗位的信号。特朗普 11 月初通过媒体对诺尔特给
出好评：“她很优秀，长期以来她与我们在一起，是
(我们的)支持者。”有分析认为，这番表态体现出
特朗普选拔人才的最大标准——— 忠诚。

虽然她也因此曾在蒂勒森任国务卿期间受其
忌惮排斥，但与特朗普关系亲密的蓬佩奥出任国
务卿后，诺尔特成为蓬佩奥身边的“红人”。特朗普
在宣布对诺尔特的任命决定时也提到，她在国务
院表现出色，和蓬佩奥等人合作很好。

不过曝光率的提升也给诺尔特带来了诸多非
议。发言人工作的重要部分就是回答各国记者的
问题，媒体不会因为诺尔特的外表就“放过”她，欠

缺外交基础知识让她屡屡闹出笑话。去年 6 月，她
在记者会上因为频频低头翻阅“小纸条”找“标准
答案”而引来一片哗然。今年 7 月，她用盟军诺曼
底登陆的例子来证明美德情谊历史悠久，被媒体
批评为“像个稀里糊涂的四年级小学生”。

新岗位挑战多多

美国媒体分析称，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或将
成为诺尔特仕途上重要的一级台阶。然而，对诺尔
特来说，升职或许也是麻烦的开始。她的前任黑利
在任期间一直在特朗普的单边政策、共和党的传
统外交立场以及联合国的多边主义立场间左支右
绌。黑利曾经面对的艰难挑战，诺尔特都难避开。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
韦斯特认为，如何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多边组织内
推销备受争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满足特朗
普本人对联合国的期待，在应对好朝鲜、伊朗、叙
利亚等“老大难”问题的同时修补美国同别国的关
系，将是诺尔特面临的主要挑战。更有多家美媒记
者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这一职务将被“降
级”，不再位列内阁。

诺尔特：从女主播到常驻联合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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