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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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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总统奥巴马宣布提名约翰"克里#右$出任下任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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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
$!

月
'(

日提名现任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约

翰"克里出任下任国务卿%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克里在外交政策方

面拥有丰富经验!并在参议院积累了深厚人

脉!他的提名得到参议院批准应该是'板上

钉钉(的事%然而!克里上任后将面临伊朗核

问题&叙利亚危机&美国重返亚洲&中美关系

等诸多棘手挑战!他能否证明自己是国务卿

一职的'完美人选(还有待观察%

!!!!!!

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记者冉维 易爱军" 现任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多次表示"她

将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结束后离

职#因此"关于希拉里继任者的猜测

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热点# 焦点集中

在两个人选$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苏珊!赖斯和民主党参议员克里#

赖斯曾在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

时担任其外交政策高级顾问" 被外

界普遍看作奥巴马的亲信和他政策

的坚定捍卫者# 从奥巴马过去的多

次表态看" 赖斯曾一度是国务卿一

职的第一人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今年
+

月
**

日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

馆遭袭后" 赖斯对袭击的定性和解

释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评# 共和党

阵营一直抓住此事不放" 批评赖斯

误导美国民众#包括约翰!麦凯恩和

林赛!格雷厄姆在内的多名资深共

和党参议员表示" 若奥巴马提名赖

斯接任国务卿" 他们将全力阻挠参

议院批准这一提名#

由于反对声巨大" 奥巴马最终

在本月
*,

日表示"他已接受赖斯的

要求" 不再考虑提名她为下任国务

卿#由此"克里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

卿的不二人选#

实际上克里对这一职位向往已

久#奥巴马在
!""-

年赢得总统大选

后" 克里就曾被认为是国务卿一职

的热门人选" 但后来奥巴马出人意

料地任命他在民主党初选中的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

但克里并未就此放弃" 尤其是

在奥巴马此次竞选连任过程中一直

在为争取国务卿一职暗暗努力# 他

%扮演&奥巴马的竞争对手'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与奥巴马开展

竞选辩论模拟演练# 他还在总统辩

论现场频频亮相" 在媒体面前卖力

地为奥巴马呐喊助威# 难怪奥巴马

!*

日说"%在某种程度上&克里的一

生就是在%为(国务卿)这一角色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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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克里已经连

任五届参议员" 在参议院拥有深厚

人脉"人缘也不错"颇受两党尊重#

因此" 几乎所有媒体和分析人士都

认为" 对克里的提名在参议院不会

遇到什么困难# 在本月初的一次记

者会上"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甚至

故意 %口误 &"称克里为 %国务卿先

生&"这也多少从侧面说明他拥有来

自两党的支持#

克里首次当选联邦参议员后便

一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

迄今已
!.

年"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克里属于参议院

活跃人士之一"而且是颇受奥巴马信

赖的一位%使者&"曾多次出面帮助奥

巴马政府解决外交难题#

奥巴马在宣布提名时说" 没有

多少人像克里一样结识众多国家的

总统和总理"并且赢得他们的%尊敬

和信任&"也没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对

美国对外政策有着透彻的理解# 他

称克里是今后几年主导美国外交的

%完美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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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认同奥巴马在国家安全问

题上的务实方针#华盛顿智库%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卡里姆!萨

贾德普尔说" 克里本人也是个非常

务实的人"%如果他认为能够有助于

化解我们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冲

突"我认为他明天就会去见(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克里具有较丰富的处理中东事

务的经验# 他是往这个地区跑得最

勤的美国参议员之一" 对当地情况

有真切感知" 而且与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主席阿巴斯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

世等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

系#

克里身边人士告诉美国媒体"

出任国务卿后" 克里希望在制定中

东政策' 推动解决以巴冲突等难题

上发挥较大作用#实际上"在担任参

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期间"克

里曾寻求重启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

的和谈#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出任国

务卿后" 克里可能会把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列为工作重点之一#

毫无疑问 " 克里就任国务卿

后的任务绝不轻松 # 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龙认

为 " 克里将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包

括 " 是否对叙利亚和伊朗实行军

事干预 " 如何稳妥结束阿富汗战

事 " 如何应对动荡和变革中的中

东 "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如何

在美国外交预算面临缩减压力的

情况下保持核心外交能力等 # 因

此 "面对众多棘手挑战 "克里能否

证明自己是国务卿一职的 %完美

人选&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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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克

里
*+/,

年
*!

月
**

日出生于科罗拉

多州的奥罗拉"

*+0!

年秋进入耶鲁大

学攻读政治学专业"

*+00

年获得政治

学学士学位"随后报名参加美国海军#

*+0-

年至
*+0+

年" 他被派往越南战

场#他从越南战场回国后退役"并且加

入反战行列#

*+.!

年" 克里参加联邦众议员

竞选"开始向政坛发起第一次冲击 "

但以失败告终# 随后"他进入波士顿

学院学习法律 "

*+.0

年获得法学博

士学位 " 毕业后担任检察官助理 "

*+.+

年与人合开了一家律师事务

所#

克里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梦想#

*+-!

年" 他当选马萨诸塞州副州长"

*+-/

年竞选联邦参议员成功"进入参

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迄今"他已连续

五次当选参议员#

克里
!""/

年
.

月获得民主党提

名参加总统竞选"但最终以
,/

张选举

人票之差落败" 时任总统布什获得连

任#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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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首次当选联邦参议员后便一

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迄

今已
"'

年"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他

认同奥巴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务实

方针#

克里具有较丰富的处理中东事务

的经验# 他是往这个地区跑得最勤的

美国参议员之一" 对当地情况有真切

感知"而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等领导人建立

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克里身边人士告诉美国媒体"出

任国务卿后" 克里希望在制定中东政

策' 推动解决以巴冲突等难题上发挥

较大作用#实际上"在担任参议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主席期间" 克里曾寻求重

启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和谈# 还有

分析人士认为"出任国务卿后"克里可

能会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工作重

点之一#

毫无疑问"克里就任国务卿后的

任务绝不轻松#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

究员迈克尔!奥汉龙认为" 克里将面

临的一系列难题包括"是否对叙利亚

和伊朗实行军事干预"如何稳妥结束

阿富汗战事"如何应对动荡和变革中

的中东" 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如

何在美国外交预算面临缩减压力的

情况下保持核心外交能力等# 因此"

面对众多棘手挑战"克里能否证明自

己是国务卿一职的%完美人选 &还有

待观察#

%

据)京华时报*

&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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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他%非常自豪

地& 提名克里为美国下任国务卿"而

%在某种程度上&克里的整个一生就是

%为这一角色做准备&#

奥巴马对克里赞扬有加"尤其是

他的越战老兵经历以及与一些国家领

导人的交情#奥巴马说"越战经历使得

克里懂得以负责任态度%明智地&使用

美国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 他还说"

没有多少人像克里一样结识众多国家

的总统和总理"并且赢得他们的%尊敬

和信任&"也没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对美

国对外政策有着透彻的理解" 因而克

里是今后几年主导美国外交的 %完美

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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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在奥巴马从政道路上扮演重

要角色#

"01#

年"克里指名奥巴马在

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演讲" 阐述民

主党纲领和政策" 使奥巴马从默默无

闻到声名鹊起#

奥巴马
"11&

年竞选总统时"克里

是他的早期支持者之一# 奥巴马当选

后"克里在外交阵线给予他诸多支持"

时常充任总统特使出访他国#

"1!!

年
%

月 " 美国因越境击毙

%基地&组织一号人物乌萨马!本!拉登

招致巴基斯坦方面不满# 克里随即出

访巴基斯坦"试图缓和双方紧张关系#

在今年总统竞选中" 他帮助奥巴马备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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