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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先先撤撤了了
你你们们继继续续
第三站预选后Ｊ布什退选
希拉里、特朗普双双获胜

朝军总参谋长
4年换了5个人

八旬老将李明洙出山

朝中社２１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指导朝鲜人
民军大联合部队实
战训练，在训练场受
到人民武力部长朴
永植、人民军总参
谋长李明洙等迎
接。这是本月上旬
外界猜测人民军总
参谋长换人以来，朝
媒报道中首次出现
新的总参谋长。

李明洙现年82

岁，是朝鲜军队元
老，前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日时期的

“三大将”之一，曾
任朝鲜国防委员
会委员、副总参谋
长、人民保安部长，
2012年他曾以人民保
安部部长的身份访
华。２０１２年４月被补选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李明洙之前，人民
军总参谋长是李永
吉。《劳动新闻》本月
８日关于朝鲜军民
同庆卫星发射成
功的报道中，李永
吉缺席引发外界关
于人民军总参谋长
换人的猜测。

朝鲜媒体先前
报道显示，自金正恩
出任朝鲜最高领导
人４年来，先后有李
英浩、玄永哲、金格
植和李永吉等４人
担任过人民军总
参谋长。其中，李
英浩于２０１２年７月
被解除一切职务，
由玄永哲接替；原人
民武力部长金格植
２０１３年５月接替玄永
哲，韩媒称玄永哲不
仅和金正恩顶嘴，还
在朝军活动上打盹
被指“不忠”，被以
叛国罪处决。2013

年１０月，李永吉接
替金格植。而金格
植已于２０１５年５月
１０日去世，享年７７
岁。韩联社2月10日报
道，李永吉已在2月初
被以搞小圈子、滥用
权力、腐败罪名处决。

一老一少协助金正恩

专门研究朝鲜党政军领导人职务
变动的Nkleadershipwatch网站分析，在
总参谋长的位置上，金正恩还有其他选
择。而之前已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李明洙
能复出担任总参谋长，除了其在总参工
作经验相对丰富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
其长期在朝鲜两代领导人身边工作的
资历和担任过人民保安部部长的经历，
使得他在了解朝鲜政权内部的安全动
态，以及控制其首都周边“禁卫军”的能
力方面更让金正恩放心。

与此同时，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走
马换将的速度也一点都不慢，2015年7月
起担任部长的朴永植大将已是从2012年
至今第五任人民武力部部长。朴永植
2015年才火速晋升为大将，而李明洙早
在2000年就是大将军衔了。这资历相差
悬殊的一老一少成为金正恩指挥人民
军的“左膀右臂”。

与总参谋部和人民武力部相比，地
位同样举足轻重的人民军总政治局在
这4年里仅更换1次局长（黄炳誓接替崔
龙海）。韩国世宗研究所统一战略研究
室长郑成章认为，朝鲜人民军高级领导
人近年来的变动趋势反映出，政工干部
越来越吃香，而传统的军事指挥官地位
在下降，李明洙接管总参或许是对这种
做法的平衡。这说明朝鲜最高领导人和
劳动党仍在进一步强化对军队的掌控。

据新华社、澎湃新闻

朝鲜媒体间接证实，前人民
保安部部长李明洙接替李永吉，
成为金正恩执政以来的第五位朝
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希拉里证明实力

特朗普赢得轻松

南卡州是２０１６年美国最先举行预选
的南方州，采用直接投票方式。选票统计
后，特朗普得票率为３3 .9％，另一名“非主
流”竞选人、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
兹获２２.３％排名第三，仅落后排名第二的
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０. 6个百分
点。特朗普在宣布胜选时嘲讽说，一些时
事评论员以为，随着预选深入会有足够多

“反特”选民站出来投票。
内华达州则是今年美国中西部最先

举行预选的州，采用党团会议形式。计票
结果显示，希拉里获得５２.７％的选票，而本
月９日赢得新罕布什尔州预选的桑德斯获
４７.２％，这名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承认失
利，但只差５个多百分点，也让他有底气给
支持者打气说，“我们现在是顺风”。希拉
里在被桑德斯扳回一城后重新领先，对她
而言很关键，有助于打消民主党高层内部
对她竞选实力的忧虑。本月２７日，民主党
将在南卡州举行预选，凭借黑人选民的强
力支持，希拉里的民意支持率在那里领先
桑德斯达到两位数。

后劲不足难回天

Ｊ布什黯然谢幕

20日晚最失意的人莫过于前佛罗里
达州州长Ｊ布什，虽然在共和党内排名第
四，却只获得７.８％的得票率。他随后宣布
退选，成为第三位“布什总统”的梦想就此
破灭。“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
的人们已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我真正尊重
他们的决定，”Ｊ布什强忍住情绪对支持者
说，“我从今晚起中止我的竞选活动。”

Ｊ布什现年６３岁，是前总统老布什的次
子，前总统小布什的弟弟，外界一度猜测
今年大选会再次成为“布什”对决“克林
顿”。去年６月，Ｊ布什正式宣布参选，民调一
度领先，却明显缺乏后劲，不久便跌入第
二梯队，远远落后于特朗普。尽管Ｊ布什试
图与家族政治、与小布什“切割”，但没能
打消人们的质疑。他也没能像特朗普等

“局外人”那样吸引眼球，甚至比不过克鲁
兹和鲁比奥。结果，在素有预选“风向标”
之称的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Ｊ布什分
别只拿到第六名和第四名。而在老布什和
小布什曾获胜的新罕布什尔州，也遭遇惨
败。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

民主党是“双人决”

共和党现“三国志”

Ｊ布什退选后，原本拥挤的共和党竞选
人行列中，有力的竞争者只剩下特朗普、
克鲁兹和鲁比奥三人。特朗普连续赢下新
罕布什尔州和南卡州，巩固了领跑地位，
而在２３日将举行的内华达州预选，以及１３
个州将举行共和党预选的３月１日“超级星
期二”，他的民调也都领先，似乎有很大把
握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克鲁兹跟鲁比奥则竞争激烈，都想成
为那个可以替代特朗普的选择。克鲁兹呼
吁保守派选民支持他这个“唯一打败过且
能够打败”特朗普的竞选人。不过，作为保
守派民间政治团体“茶党”的代表，克鲁兹
在福音教派保守选民众多的南卡州花了
很大力气，却没能突出与鲁比奥的区别，
对其选战是个打击。而作为共和党“主流
派”中意的人选，鲁比奥有望成为Ｊ布什退
选后内部整合的最大受益者。路透社报
道，一些原本支持Ｊ布什的“金主”已决定转
而支持鲁比奥。

民主党方面依旧是希拉里与桑德斯
的“双人决”。桑德斯对希拉里构成的挑战
力度之大已超出人们预期，但他的弱点也
已逐渐显现。携新罕布什尔州大胜和艾奥
瓦州惜败的风头，桑德斯原本希望在非洲
裔和拉美裔众多的内华达州延续强势，为
在人口更为多元化的其他州与希拉里竞
争打好基础。内华达州出口民调显示，桑
德斯虽在拉美裔选民投票率上以５３％对
４５％领先希拉里，但在非洲裔选民上以
２２％对７６％惨败。

接下来的南卡州以及其他南部各州
都有大量黑人选民，桑德斯的前景颇为暗
淡。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宣称，由于非洲裔
和拉美裔选民传统上支持希拉里，随着预
选在这些族裔众多的州展开，希拉里将掌
控民主党预选。 据新华社

迄今已宣布退选的候选人

民主党

韦伯 前弗吉尼亚州
联邦参议员
退选时间：2015 . 10 . 20

退选原因：很多议题的
理念与民主党无法相
容，民意支持率低迷

查菲 前罗得岛州州
长
退选时间：2015 . 10 . 23

退选原因：民意支持率
惨淡，筹款能力也大幅
落后

奥马利 前马里兰州
州长
退选时间：2016 . 2 . 2

退选原因：首场预选得
票率太低，与前两名相
距甚远

佩里 前得克萨斯州
州长
退选时间：2015 . 9 . 11

退选原因：缺乏足够的
竞选资金，民调支持率
很低

沃克 威斯康星州州
长
退选时间：2015 . 9 . 21

退选原因：在选民中的
人气一直表现低落

金达尔 路易斯安那
州州长
退选时间：2015 . 11 . 17

退选原因：民调支持率
太低，竞选团队财政状
况吃紧

格雷厄姆 南卡罗来
纳州联邦参议员
退选时间：2015 . 12 . 21

退选原因：民调支持率
一直过低

帕塔基 前纽约州州
长
退选时间：2015 . 12 . 29

退选原因：人气太低

赫卡比 前阿肯色州
州长
退选时间：2016 . 2 . 1

退选原因：支持率过低

保罗 肯塔基州联邦
参议员
退选时间：2016 . 2 . 3

退选原因：首场预选所
获得的支持率太低

桑托勒姆 前宾夕法
尼亚州联邦参议员
退选时间：2016 . 2 . 3

退选原因：转而支持本
党总统竞选人鲁比奥

菲奥莉娜 惠普前首
席执行官
退选时间：2016 . 2 . 10

退选原因：党内支持率
排名过于靠后

克里斯蒂 新泽西州
州长
退选时间：2016 . 2 . 10

退选原因：党内支持率
排名靠后，加之“堵桥
门”丑闻

吉尔摩 前弗吉尼亚
州州长
退选时间：2016 . 2 . 12

退选原因：暂无

共和党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20日，杰布·布什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预选结束后宣布退出2016年美国大选。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当地时间２０日分别在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举
行2016年总统选举第三站预选，希拉里和特朗普不出意外地各自轻松获胜，
表现惨淡的老布什之子、小布什之弟杰布·布什（Ｊ布什）黯然宣布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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