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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

聚焦朝核问题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行程安排，安倍将于
17日下午与特朗普举行一对一会谈，此后将举
行有双方高级别国家安全官员参加的小范围
会谈。18日，双方将开展更大范围的会谈，然后
召开联合记者招待会。

按照美方的说法，安倍此访重点，是赶在美
国与朝鲜举行元首会晤前，先同特朗普协调日美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并就美朝元首
会晤交换意见。

日本媒体也认为，朝核问题是安倍此访最
重要的议题。据日媒报道，日本拟要求美方拒
绝朝鲜此前提出的“阶段性实现无核化”设想。
为实现朝鲜“完全、不可逆且可验证”的无核
化，双方拟就要求朝鲜废除核设施能力，并无
条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验达成一致。

安倍可能还将与美方探讨要求朝鲜放弃弹
道导弹能力及制定相应时间表等事宜。安倍曾表
示，他将要求特朗普在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见面时，要求朝鲜销毁一切能够打击日本本土的
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

此外，安倍可能还会要求特朗普在美朝首脑
会谈中为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进行积极斡旋。不
过，日媒普遍认为，即使特朗普答应安倍的要求，
这一议题在美方看来优先度也较低，短期或难取
得实质进展。

应对经贸纠纷

日媒认为，安倍访美涉及的经贸议题可能包
括日美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FTA）问题、美国重
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和日美贸
易逆差问题等。

特朗普近日曾表示，日本多年来在贸易问
题上对美国“伤害巨大”，美国媒体认为此举意
在给即将到访的安倍施加压力。

东京花旗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村嶋归一
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要求日本同意开
始两国间FTA交涉，并要求日方在汽车及农产品
这两个主要领域做出重大让步，但日本政府一直

对此持消极态度。
村嶋归一说，在此前的日美经贸谈判中，双

方已经针对汽车行业制定多种策略， 留给有效
新策略的空间十分有限。同时，在民意支持率下
滑的背景下， 安倍如果在农产品问题上对美国
大幅让步，将令他在国内更加被动。

特朗普日前称， 已经要求下属研究美国重
新加入TPP的可能性。对于他的这一表态，日本
国内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共同社说，TPP协议
已经签署，如重新谈判可能将再花费数年时间，
因此安倍政府目前暂不考虑重新谈判， 而是寄
希望于在访美期间说服美国接受现有协议框
架。不过，美方显然有意在此问题上讨价还价。

近期， 特朗普加大了对美日贸易逆差问题
的批评力度， 并将日本包含在美国钢铁产品进
口限制对象之列。因此，安倍可能会在首脑会谈
中再度要求美国“豁免”日本钢铁产品，同时向
美方承诺加大日企对美直接投资的力度。

巩固私人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 安倍一直试图通过构筑与
特朗普的私人关系来巩固日美关系。因此，他访
美期间如何与特朗普互动也是一大看点。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特
朗普与朝鲜领导人对话的计划令日本猝不及
防， 这位美国总统最近还批评日本在贸易上占
美国的便宜， 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在特朗普心目
中安倍已经“失宠”。

在村嶋归一看来， 此次日美会谈的焦点在
于，安倍会向特朗普“朝贡”什么，以及他的“朝
贡”能否让特朗普满意。

《日本经济新闻》援引安倍的话说：“我比一
年前更了解特朗普总统， 但这次会谈比一年前
的会谈压力更大。”

日本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安倍内阁在日本
国内深陷森友学园等一系列丑闻， 支持率持续
下滑， 甚至已经有民众发出让安倍内阁集体下
台的呼声， 这让安倍急于在外交上取得成果来
打破执政困境。因此，这次访美对安倍来说意义
重大。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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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国伙同英法对叙利亚实施本次军事打击
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要震慑对手， 同时安抚盟
友。 对于对手， 美国想显示自己言出必行、 对
使用武力当机立断的风格； 对于盟友， 美国希
望他们不要因为美方最近有关将从叙利亚撤军
的言论而有被抛弃的感觉， 同时相信美国会在
关键时刻出手相助。

然而，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美英法的这次军
事行动并没有撼动叙政府在战场的优势， 叙政府
的军事基地、 武器和人员受损很小。 尽管如此，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会善罢甘休。
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同叙政府、 俄罗斯和

伊朗进行谈判的大门不断关紧， 美国在这一问
题上有限选择之一可能是继续保持军事威胁。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15日表示， 除非
美国在叙利亚的所有目标全部达到， 否则美国
不会撤军。

美国在巴沙尔总统去留问题上与叙政府、
俄罗斯和伊朗等存在根本分歧， 因此难以在政
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上发挥作用。

耍弄军事威胁2

� � � �以色列、 沙特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
友。 未来， 在叙利亚问题上， 美国还可能通过这
些盟友继续对叙利亚政府施压。

4月10日， 叙利亚中部霍姆斯附近一个空军
基地遭导弹袭击， 造成包括伊朗军人在内的14人
死亡。 以方宣称， 这次行动旨在报复伊朗无人机
“入侵” 以色列领空。 这次空袭发生在叙利亚刚刚
发生疑似化武袭击、 地区局势异常紧张之际， 但
却得到了美国支持。 这充分表明美国对以色列以

武力参与地区事务的放任态度。 可以预见， 借助
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对叙施压， 也可能是美国未来
的选择。

沙特一直积极支持叙反政府武装， 反对叙政
府。 虽然反政府武装节节败退让沙特很丢面子，
但在美英法三国行动之前， 沙特曾表示有意参与
这次行动。 虽然沙特最终并未参加， 但未来美国
不会放弃借助沙特的力量对叙政府构成牵制的努
力。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借助盟友牵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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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15日，数
百名反战人士在
美国纽约举行集
会， 呼吁政府结
束战争， 珍惜和
平。 新华社发

� � � � 美英法三国14日对叙利亚境内多处目标实施军事打
击后，均对这次行动的效果表示“满意”。然而，这次军事行
动暴露出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参与政治进程的意愿进一
步减弱， 同时也使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回旋空间进一步收
窄，未来能拿出的有效策略越来越少。

回旋余地收窄
仇视叙利亚现政权，压制伊朗，反对俄罗斯，

是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次军事打
击行动表明，美国这一立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
改变。

在叙利亚日前再次发生疑似化武袭击后，美国
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叙利亚政府， 同时指责伊朗和
俄罗斯应为支持叙利亚政府承担责任。 实施军事行
动后，美国也未降低抨击调门，甚至还宣布将对俄罗
斯实施进一步经济制裁。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叙反政府武装已经
日薄西山、大势已去，美国通过支持叙反政府武
装维护自己在叙利益变得日益没有前途。另一方
面，持续对叙俄伊施压，使美国与这三方通过谈
判解决问题的大门越关越紧。

� �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17日访问美国。访美期间，他将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举行非正式会谈。分析人士认为，朝鲜问题及日美经贸问题
将是本次日美会谈的两大核心主题。与此同时，安倍一直重视与特朗
普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次他将打出什么牌，也受到外界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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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
特
朗
普

法制周报记者 熊小平 罗霞 曾雨田
倪欢欢 伏志勇 实习生 吴锦

2018年4月5日，清明节。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湖心赤山岛，

是亚洲第一大内陆岛， 仅以白沙大桥和
茅草街大桥与外界南北相连。

赤山岛的赤山监狱，曾名“湖南省第
一监狱”，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

8时30分， 两扇沉重的监狱大门开
启，3名衣着普通的男子， 在狱警的陪同
下走出大门。

一出“大剧”启幕：3名重犯离监探亲。

3名重犯各自回家
为落实司法部“治本安全观”和体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激励罪犯向好改
造， 赤山监狱作为省内率先试点单位之
一，启动罪犯离监探亲工作。3名罪犯于4
月5日8时30分离监回家，4月7日下午4时
前自行回监。

1988年出生的阮自正（化名），宁乡市
回龙铺镇人， 犯抢劫罪， 原判有期刑期12
年。1976年出生的姚自新（化名），长沙市雨
花区人，犯虚开增值税发票，原判有期刑期
10年。1978年出生的张自立（化名），湘乡某
镇人，犯抢劫罪，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赤山监狱狱政科科长李学文向记者
介绍：“犯人离监探亲， 就是犯人不押送
回家，不穿囚服，按时自行回监。”

据介绍，这3名罪犯，有的手上有人
命，时间最长的已服刑16年。不确定因素
太多，一旦失控，不堪设想。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监狱长刘斌
是“大剧”的总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提到这8个字，他提高了音量，既是工作
要求， 也体现了一种自信，“从服刑期间
的表现、刑期结构、城乡分布、文化程度
等多个方面，3人都极具代表性。” 他说，

“针对每一个罪犯， 我们都做了大量讨
论、测试、评估。”

然而，罪犯离监会发生什么，无法预
料。“谁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 这是我最

担忧的。” 刘斌坦言，“不是担心追责。而
是担心如果出了纰漏， 将影响这项工作
的整体评估，不利于离监探亲常态化。”

3名罪犯离监前一天，刘斌分别与他
们进行了深谈。“一定要回来”。这是他重
复最多的一句话。

4月5日8时25分许， 狱警李学文在监
狱大门待3名罪犯“零带出检查”“佩戴电
子定位腕表”后，进行训话：“再重申一次，
你们要按时到当地派出所报到， 不得饮
酒、不得驾驶机动车，不得出辖区。必须按
时返回。”

8时30分，3名重犯各自踏上归家之路。

探亲之路几多唏嘘
2010年， 阮自正的父母因车祸住院

治疗，其间，他2次抢劫后被警方抓获，父
母遭受双重打击。谈了1年的女友也因阮
的入狱而与他分手。

最疼爱阮自正的爷爷2年前过世了，在
监狱服刑的阮自正很遗憾没能给老人家送
终。这次离监探亲，他给爷爷扫了墓。阮的
母亲身体不太好，儿子回家和返回监狱时，

她情绪一度失控。“我父母年纪大了， 身体
每况愈下，我出狱后想好好努力，趁自己还
年轻，重新来过。”阮自正对记者坦言。

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大专毕业生，
姚自新在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 毕业后
也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我当初没
做错事，现在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
子贤惠，儿子可爱。”2012年，姚自新因虚
开增值税发票被判刑10年。当时，他的儿
子小宝只有2岁多，只知道爸爸去了很远
的地方。从那年开始，小宝每年的生日愿
望都是希望见到爸爸。3天离监探亲的机
会， 姚自新终于实现了儿子的愿望。“你
要是一直表现好， 爸爸就会早点回来。”
离别时，姚自新跟儿子约定。

40岁的张自立是这次全省获准离监
探亲人员中已服刑时间最长的罪犯。得
知他的双亲年迈，家庭特别贫困，几名狱
警凑了300元钱给他买礼物带回家，监狱
长还另外给了他500元，张自立感动得热
泪盈眶。带着监狱的鼓励和信任，张自力
回到了已经有些陌生的家乡。 当他跨过
火盆， 一场阔别16年的相聚竟让他有些

不知所措。这次回家探亲，他收获的亲情
足以支撑他在监狱继续好好改造。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找到他
（被害人）的孩子，为他尽一些责任。”张
自力很想弥补被害人家属， 这是他16年
来一直惦念的事。

3人如期归来，狱警松了一口气
4月7日，赤山监狱，阳光普照。
中午12时20分，张自立归来。
下午1时，姚自新归来。
下午3时30分，阮自正归来。
3名服刑人员均如期归来，在监狱大

门外稍事休息，下午3时45分，在狱警带
领下，列队走进大门。

所有人员，包括监狱长刘斌，办公室
主任银虎仁，狱警向炫麾、谌小平、邓博
文等人，都松了一口气。

3天的离监探亲结束了。告别家中的至
亲至爱，告别大门外的绿树长堤，重新走进
电网下的高墙，纵有万般不舍，他们仍带着
新的嘱托、新的期待、新的力量归来了。

结束，是另外一种开始。

落实司法部“治本安全观”，赤山监狱试点罪犯离监探亲———

让亲情回家

� � � � 离监探亲当天是清明
节， 下着雨，3名离监探亲的
罪犯在各自包教警察的带领
下离监。（资料照片）

法制周报记者 伏志勇 摄

记者： 赤山监狱近年来成绩斐然， 获得全省监狱系
统绩效考核第一名、 综合治理考核第一名， 警察分组包
干管教罪犯等经验在全省推广， 率先试点罪犯离监探亲
并取得圆满成功， 请问， 赤山监狱是怎么做的？

刘斌： 近年来， 赤山监狱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积极投身模范监狱建设， 实现监狱党建队建、 监管执法、
教育改造、 安全稳定等工作的全方位提质。 赤山监狱培
育实效化、 品牌化的教育改造亮点， 重点突出罪犯分组
包干管教工作和罪犯教育日一日流程； 实施“文化育人”
工程， 以洞庭地域文化为基础， 开展“一区一品” 特色监
区文化建设； 组织罪犯参加高教自考， 开展技能和就业
指导、 技能鉴定认证、 职业推荐工作； 发挥社会帮教、 亲
情帮教、 困难帮扶作用， 建立监狱与罪犯户籍所在司法
行政部门、 社会团体、 罪犯家属协同联动机制， 推进教育
改造工作科学化、 专业化、 社会化， 实现底线安全向治本
安全转变， 为全省监狱工作机制改革提供赤山经验。

记者： 开展离监探亲工作有何意义？
刘斌： 离监探亲是对罪犯服刑改造期间一贯认罪服

法、 遵守监规、 积极参加劳动改造的一种行政奖励， 是践
行国家总体安全观下的监狱治本安全观的生动实践。 从监
狱罪犯层面来说， 离监探亲对罪犯安心改造能够起到以点
带面的正面教育引导作用。 一是让罪犯合法权益得到保
障； 二是促进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
到行政奖励； 三是让罪犯在服刑期间感受到国家发展、 社
会变化， 用亲身经历回到监狱后影响其他罪犯。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 也可以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
监狱， 达到监狱与社会共同教育的目标。 这次离监探
亲， 我们经受了考验。

记者： 离监探亲的服刑人员要具备什么条件？
刘斌： 原判有期徒刑及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无

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执行有期徒刑二分之一以上， 心
理及身体健康， 离监探亲对象仅限父母、 子女、 配偶，
且户籍和居住地均在本省。

记者： 离监探亲如何实施？
刘斌： 先由罪犯自愿报名申请， 罪犯小组讨论， 分

监区警察集体评议， 狱政科审查、 危险性评估等工作
后， 再由监狱警察前往当地公安机关和司法局社区矫正
部门协调协助监管等。

离监探亲，我们经受了考验
■对话监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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