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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身陷性别议题争议、毫⽆从政经验的总统，如何完成统合分裂⺠⼼的重任？中韩关系和整个东亚的

权⼒平衡⼜将⾯临何种变数？

　　⽂｜财新周刊 王⾃励 陆可嘉，郭晓蕾（实习）

　　“从现在开始，我将只相信⼈⺠，只遵从国⺠的

意愿。”2022年3⽉10⽇，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在胜

选后的⾸场记者会上如此庄重宣誓，“这次选举体现

了⼈⺠要求恢复国家公正和常识的⼼声，以及不分政

治派别实现团结的愿望。我将绝不忘记国⺠的要求，

建设⼀个充满希望的新国家。”

　　此前⼀夜，本预期⾃⼰将能取得碾压式胜利的尹

锡悦，却在⼤选开票的前半程始终以微弱劣势落后于

对⼿。在观看计票实况的房间⾥，尹锡悦和幕僚们⼤

部分时间保持缄默，神情严肃地凝视着电视转播画

⾯。直到约⼀半的选票均开出后，这位保守派的候选

⼈才开始呈反超之势，并Y终以不到1%的惊险差距

赢得⼤选。

　　在这场韩国宪政史上，两名主要候选⼈票差Y⼩

的选举中，尹锡悦仅领先于第⼆名的执政党共同⺠主

党候选⼈李在明0.73个百分点；在双⽅得票数都超过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10期 出版⽇期 2022年03⽉14⽇ 听报道

2022年3⽉10⽇，韩国⾸尔，代表国⺠⼒量党参选的尹锡悦当选新⼀任韩国

总统。图：Jong-Hyun Kim/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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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万票的激烈竞争中，两⼈Y终得票数只相差25万票。出身韩国检察系统、⼀年前才正式

转⼊政坛的尹锡悦，也将成为韩国历史上，⾸位毫⽆任何从政经验的总统。

　　2017年，在韩国保守派阵营因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下台⽽遭遇崩盘危机，韩国进步派阵营

⼜在现任总统⽂在寅任内同样爆出以权谋私丑闻的背景下，⾮传统政客出身、⾃诩“⽆派⽆势

不会算计”的尹锡悦，意外得到了选⺠⻘睐，也逐渐被视为能帮助保守派势⼒翻盘的绝佳⼈

选。

　　从与现政权⽭盾激化⽽⼤动作辞去检察总⻓职务，到⽕速宣布从政、加⼊Y⼤在野党国⺠

⼒量党⻆逐总统，再到如今成功问鼎⻘瓦台，尹锡悦仅⽤了短短⼀年时间。

　　然⽽，如今摆在这位新⼈总统⾯前的，却是⼀个因意识形态、新⽼世代、地域、阶级、性

别等愈发撕裂的韩国社会。除了要接⼿⽂在寅政府留下的房价暴涨、⻘年失业率攀升等经济⺠

⽣难题，并⽆任何外交经验的尹锡悦，还不得不⾯对朝鲜愈发频繁发射导弹、中美竞争⽇趋激

烈的复杂地缘环境。

　　尹锡悦此次获胜，也意味着由⽂在寅领导的进步派政府将再次交出政权，韩国时隔五年⼜

将重回保守派主政路线。由此，韩国⾃1987年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以来，保守和进步阵营每10年

轮换⼀次执政的势头被打破。

2019年7⽉25⽇，⽂在寅给尹锡悦颁发韩国检察总⻓任命书。图：Yonhap/⼈⺠视觉

　　⼀位主张全⾯加强韩美同盟、对朝和对华⽴场均显强硬的保守派⼈⼠掌政，也势必牵动中

韩关系的未来，甚⾄将使整个东亚的权⼒平衡发⽣重构。

　　誓⾔打造⼀个“充满活⼒和富有包容性国家”的尹锡悦，果真能为对进步派政府备感失望的

选⺠带来不⼀样的答案吗？这位仅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身仍未摆脱丑闻和争议的韩国总

统，⼜凭何能肩负起“跨越党派分歧、统合分裂⺠⼼”的重任？

保守派“救星”

　　在进军政界之前，尹锡悦近三⼗载的职业⽣涯均投身于韩国检察系统。凭着对多名当权者

贪腐弊案的调查，树⽴起“反腐⽃⼠”形象的尹锡悦⼀度赢得了⽂在寅政府的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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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在任内⼒主对权⼒过度膨胀且缺乏其他监督机制的韩国检察机关削权，Y终仍引发了尹锡悦

为代表的检察体系乃⾄整个保守派阵营⼒量的反扑。

　　1960年12⽉28⽇，尹锡悦出⽣在韩国⾸尔⼀个环境优渥的⾼知家庭，是家中⻓⼦，⽗⺟

均为⼤学教师。幼年时，尹锡悦曾梦想成为⼀名经济学家，但因⽗亲建议他选修⼀⻔具体的学

问，Y终考⼊了⾸尔⼤学法学系。

　　然⽽，⼤学毕业前后，尹锡悦却⽤了九年时间、历经三⼗余次失败，Y终才通过韩国的律

师资格考试。这般波折，被认为与他在⼤学的⼀场模拟法庭上的出格⾔论有关。

　　在当时韩国掀起的⺠主运动浪潮中，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韩国时任总统全⽃焕，对1980年

在光州爆发的⼤规模群众示威活动予以了强⼒镇压。

　　在⼀次⼤学校园内举办的围绕“光州事件”展开的模拟法庭辩论中，尹锡悦以模拟检察官的

身份，公开要求应判处全⽃焕“死刑”。这番⾔论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为他惹来了不少麻烦。据

尹锡悦事后回忆，这次模拟法庭结束后，他还不得不逃到江原道的外祖⽗家避了⼀段时间⻛

头。

　　在1991年以30岁出头的年纪终于通过司法考试后，尹锡悦于1994年进⼊⼤邱地⽅检察厅

任检察官，此后便开始了他⻓达27年的检察官⽣涯。

　　尹锡悦的硬派作⻛，在其进⼊检察系统之初便有体现。

　　1999年，在⾦⼤中政府时期，当时在⾸尔中央地⽅检察厅任检察官的尹锡悦，不顾上级的

强烈反对，执意传唤了涉嫌腐败的时任警察厅情报局⻓朴熙元。此后，凭借详尽的证据和细致

的审讯，尹锡悦仅⽤了⼀天时间，就使得这位执法部⻔的权势⼈物认罪，并Y终将其逮捕归

案。当时，他进⼊检察系统不过五年时间。

　　2003年，在卢武铉政府时期，尹锡悦参与调查了时任总统卢武铉的亲信安熙正收受多家

企业贿赂的“政治⿊⾦”事件。安熙正Y终因此案获刑1年。

　　2008年韩国政党轮替。在保守派阵营出身的李明博刚上任时，尹锡悦⼜作为由特别检察

官组成的独⽴调查组的⼀员，对涉及李明博的“BKK股价操纵案”进⾏了调查。三年后，李明博

任期届满时，尹锡悦⼜带头调查了李明博家⼈卷⼊的“釜⼭储蓄银⾏案”，并起诉和逮捕了李明

博的胞兄李相得。现任总统的直系兄⻓在其总统任期内被捕，这在韩国宪政史上尚属⾸次。

　　不过，让尹锡悦真正为外界关注的，是朴槿惠政府时期的“韩国国家情报院⼲政案”。

　　当时，韩国国家情报院被指在2012年总统选举前夕，通过组建“⽹络⽔军”发帖操纵舆

论，帮助保守派的总统候选⼈朴槿惠抹⿊对⼿、赢得⼤选。在那场选举中，朴槿惠Y终以

51.55%⽐48.02%的微弱优势，超过进步派候选⼈⽂在寅，赢得了选举，成为韩国历史上⾸位

⼥总统。

　　2013年，朴槿惠就任总统后不久，尹锡悦领导检⽅的特别调查组，就以违反《公职⼈员选

举法》为由起诉了国家情报院的原负责⼈元世勋。尹锡悦还不顾已经成为总统的朴槿惠反对，

带队突击搜查了国家情报院在⾸尔的总部，并主张应⽴即逮捕元世勋。

　　但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尹锡悦却因“不服从上级命令”，被降职到⼤邱和⼤⽥⾼级检察厅

任检察官。按照尹锡悦⾃⼰的说法，他是因为违背上司的意思、强⾏调查元世勋，才遭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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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势⼒的排挤。

　　虽然在检察系统遭到“流放”，尹锡悦也凭借对国情院⼲政事件的调查声名⼤噪，逐渐树⽴

起了刚硬的检察官形象。

　　2016年，朴槿惠“亲信⼲政”事件曝光后，尹锡悦⼜被重新提拔，担任调查此案的特别检

察组组⻓。

　　在他的带领下，检⽅以雷霆之势，迅速查清了朴槿惠政商勾结的基本事实，并将朴槿惠及

其亲信崔顺实、三星电⼦副会⻓李在镕等涉案⼈员⼀并拘捕。朴槿惠也因这⼀丑闻在2017年3

⽉时便遭到国会弹劾，未做满五年总统任期就被迫提前下台，成为⼤韩⺠国1948年建国以来，

⾸位经弹劾程序遭罢免的总统。

　　⾄此，在作为检察官的⽣涯纪录中，尹锡悦已连续在进步派阵营的⾦⼤中和卢武铉、保守

派阵营的李明博和朴槿惠这四位政党不同的韩国总统任期内，都创下了直接与国家领导⼈亲信

乃⾄其本⼈进⾏司法较量的纪录。

　　2017年⽂在寅执政后，此前坐镇指挥调查朴槿惠案件的尹锡悦也⽴即获得擢升，出任韩国

检⽅的核⼼要职——⾸尔中央地⽅检察厅厅⻓。两年后，在⽂在寅的破格提拔下，从未领导过

⾼层检察厅的尹锡悦，⼜在2019年被任命为韩国检察总⻓。

　　然⽽，⾃出任检察总⻓以来，⼀度颇受⽂在寅信任和⻘睐的尹锡悦，却将调查的⽭头转向

了⽂在寅政府。引发双⽅⽭盾的主要导⽕索，正是⽂在寅⼒推的检察体系改⾰。

　　在⽂在寅的主导下，韩国政府在原有的检察体系之外，新设⽴了⼀个独⽴于检⽅的⾼级公

职⼈员犯罪调查处（下称“公调处”）。这⼀机关可针对总统、总理、国会议员以及法院、检

察、警察⽅⾯的⾼层⼲部展开调查，还可对当事者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进⾏起诉，实际上打破

了韩国检⽅对公诉权的垄断。

　　然⽽，就在⽂在寅的改⾰议程与检察系统的固有权⼒范围发⽣碰撞之际，⽂在寅政府推动

此项改⾰的主将——时任法务部⻓曹国，⼜陷⼊了个⼈丑闻之中。当时，曹国因陷⼊家⼈投资

私募基⾦避税、⼦⼥⼊学资格造假等疑云，遭到检⽅穷追不舍的调查和指控，Y终不得不在压

⼒下辞去法务部⻓职务。受“曹国⻛波”影响，⽂在寅政府的⽀持率也⼀度降⾄执政以来的Y

低。

　　在抓住机会扳倒曹国之后，尹锡悦⼜与⽂在寅任命的下⼀位法务部⻓秋美爱陷⼊激战。漫

⻓、激烈的“法检之争”，⼏乎成为贯串⽂在寅政权剩余任期的⼀条政争主线。

　　2020年1⽉秋美爱甫⼀上任法务部⻓，便发布了针对检⽅⾼层的⼤规模⼈事调整⽅案，32

名检察⻓级别的官员职位出现变动。在这波⼈事清洗中，检察总⻓尹锡悦的核⼼团队成员⼏乎

全部遭到调职处理，⼤部分被调⾄⾸尔和地⽅检察部⻔或担任闲职，包括曾负责调查“曹国案”

的⼈员。

　　秋美爱还抓住尹锡悦涉嫌与媒体集团的经营者有“不正当会⾯”的记录，以及指责他阻挠关

于“检媒勾结”的监察⾏为，并指控尹锡悦通过向法官施压以⼲涉曹国案审判等，试图将尹锡悦

停职，并要求对其予以惩戒。

　　这也是韩国史上⾸次出现检察总⻓遭到法务部⻓停职的状况。尽管后来尹锡悦⼜通过提起

⾏政诉讼，Y终撤销了这⼀停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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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在寅政府产⽣激烈冲突后，2021年3⽉4⽇，尹锡悦终于以他个⼈反对执政党推动设

⽴重⼤犯罪侦查厅为由，宣布辞去检察总⻓职务。四个⽉后，尹锡悦便正式宣布参加下⼀届韩

国总统选举，并打出了希望推动“政权更替”的竞选⼝号。

　　韩国舆论指出，本该恪守“政治中⽴”的检察总⻓不仅在任期内辞去职务，随后还直接宣布

从政，这在韩国宪政史上堪称史⽆前例。但⾯对质疑，尹锡悦辩称⾃⼰打破此前“视如⽣命”的

“检察官政治中⽴”原则，是为了重新树⽴韩国的“公正价值”。

　　宣布参选⼀个⽉后，尹锡悦⼜如各⽅所预期，加⼊了当时正缺乏具有凝聚⼒的头⾯⼈物的

Y⼤在野党国⺠⼒量党。

　　尽管在检察官任内，他曾同李明博、朴槿惠等两届保守派政府的要员对抗，但在“反⽂在

寅”的共同⽬标下，尹锡悦仍克服了他与保守派群众的旧嫌，Y终在国⺠⼒量党的初选中获

胜，成为其正式推举的总统候选⼈。

　　在竞选过程中，尹锡悦还曾提出，将在当选后寻求⼤幅扩充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包括改⾰

⽂在寅任内成⽴的公调处，废除法务部⻓对检察总⻓的调查指挥权等等。因⽽有担忧认为，过

去五年⽂在寅政府取得的⼀些有利于增强权⼒制约的改⾰成果，恐在尹锡悦上任后⼀夜遭推

翻。

　　不过，考虑到⽬前进步派的共同⺠主党仍在韩国国会占据三分之⼆席位的优势，在朝⼩野

⼤的格局下，尹锡悦⽇后推进任何关键的⽴法议程或⼈事任命，预计都将极具挑战性。

　　在3⽉10⽇胜选后的⾸场记者会上，尹锡悦也承诺将积极与国会沟通、同不同阵营的在野

党合作，以团结各⽅⼒量，实现跨越政治派别的协同治理。

性别议题政治化

　　此次韩国⼤选不仅选情异常胶着，选战的乱象环⽣和主要候选⼈之间⼝诛笔伐的舆论、丑

闻攻势，也让其⼏乎成为了韩国历史上Y混乱的⼀届选举。许多韩国选⺠甚⾄将尹锡悦和李在

明之间的政治较量，视为⼀场“厌恶感的对决”，称其投票准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选前

夕，⼀位住在⾸尔的90后韩国男性颇⽆奈地对财新表示，他打算放弃投票，因为在他看来，这

些丑闻缠身的候选⼈⾥“没有⼀个⼈是‘正经’的”。

　　在⼤选的“放⼤镜”检视下，尹锡悦的个⼈和家族操守问题也被⼀⼀揪出。

　　其中Y具话题性的，是⼩他12岁的妻⼦⾦建希的⼀连串舆论⻛波，包括她被爆出学历造

假、操纵股价、恐吓记者等丑闻，使⾦建希不得不在公众⾯前道歉。尹锡悦⾃⼰也因被指听信

“巫俗”巫师之⾔，以及在党内初选辩论中于⼿⼼上写着⼀个“王”字被公众发现，⽽遭到了⼴泛

质疑。他还因涉嫌在担任检察总⻓期间，存在与在野党勾结攻击执政阵营⼈⼠的“教唆检举”⾏

为，⽬前正接受公调处和⾸尔警察厅的调查。

　　不过，尹锡悦及其家⼈涉⼊的种种⻛波，在其竞争对⼿共同⺠主党提名的李在明阵营同样

频繁爆出丑闻——包括李在明之⼦涉⼊⽹络签赌、出⼊⾊情场所，以及李在明曾主管的城南市

曝光了官商勾结的房地产弊案、涉案⼈连续死亡等情况下，负⾯效应得到了对冲，Y终并未拖

垮尹锡悦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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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斯坦福⼤学亚太研究中⼼主任、韩裔学者申起旭（Gi-Wook Shin）向财新指出，⽂

在寅上任以来，以清除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邪恶”为名，向多名保守派阵营的要员调查施压，

并将其送进监狱，这种激化的政治⽃争，令韩国政治⽣态⽇益⾛向了“鱿⻥游戏”⼀般的零和竞

争。在这位观察者看来，刚结束的这场因丑闻⽽逐渐失焦的⼤选，正是过去数年韩国政治⽇益

极化的体现。令他尤为感到担忧的是，当选举的喧嚣散去后，韩国社会将如何治愈这些“伤⼝

和裂痕”。

　　在众多引发社会撕裂的议题中，围绕性别议题的激烈攻防，意外成为了此次选举中各⽅争

夺选⺠——尤其是20岁—30岁年轻世代Y主要、也Y具争议的⼿段。

　　在竞选期间，尹锡悦为⾸的保守派阵营就不断释出反对、抵制和污名化⼥权主义的信号。

尹锡悦通过社交媒体宣称，若⾃⼰当选，将⽴即废除“⼥性家庭部”这⼀为性暴⼒、性侵犯受害

者、单亲⺟亲和弱势⼥性群体提供保护和⽀持的部⻔。他还称，应在韩国的《性暴⼒处罚法》

中增设⼀条针对⼥性的“诬告罪”。国⺠⼒量党Y年轻的党⾸、36岁的李俊锡则公开表示，⽀

持废除有关⼥性在政党和公司就业中享有配额制的⼥性福利法规，同时还指责韩国的⼥权主义

是在“以牺牲韩国男性为代价”的基础上践⾏的。

　　即便是出身进步派阵营的李在明，亦未在⼥权问题上表现出旗帜鲜明的⽴场，反⽽提议将

“⼥性家庭部”中的“⼥性”⼆字去除，改为“公平家庭部”，以规避争议。为了拉拢更多男性选

⺠，李在明还⼀度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和点赞多篇抨击所谓“极端⼥权主义”的⽂章。不过，他仍

以倡导男⼥同⼯同酬、吸收“N号房”事件举报者加⼊选举对策委员会等⽅式，对⼥性选⺠示

好。

　　在3⽉2⽇举⾏的总统候选⼈电视辩论上，当被李在明质问他是否如此前在采访中宣称的那

样，相信“韩国已经不存在系统性的性别歧视”时，尹锡悦则态度模糊地表示，不应⽤结构性的

⽅式划分男性和⼥性，⽽是应“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来看待”。

　　这种基于性别的竞选策略，与近年来韩国年轻男性的⽇益保守化趋势有关。韩国各⼤⺠调

机构的调查均显示，20岁—29岁的男性选⺠已超越60岁以上群体，成为韩国所有年龄段和性

别的⼈群中Y保守的选⺠群体；相较之下，20岁—29岁的⼥性选⺠则是进步程度位列第四的

⼈群，仅次于40岁以上的全体选⺠，以及50岁以上的男性选⺠。

　　2017年⽂在寅上任时，他曾在20岁—29岁的年轻男性和⼥性选⺠中，均赢得了⾼达80%

⾄90%的⽀持率。当年，也正是这些年轻的男⼥⾛上街头，反对政商勾结的保守派统治，才促

使时任总统朴槿惠成为⾸位遭弹劾下台的韩国总统，进步派的⽂在寅赢得政权。然⽽在四年

后，⽂在寅任期将届满之际，年轻的男性选⺠却成为了与进步派阵营Y为疏远的⼈群。

　　此次⼤选的出⼝⺠调显示，尹锡悦和李在明在20岁—30岁的韩国⼥性和男性选⺠中，获

得的票数⽐例⼏乎完全相反——尹锡悦在该年龄段的⼥性选⺠中仅获得33.8%的⽀持率，李在

明的⽀持率则⾼达58%；反之，在同年龄段的男性选⺠中，尹锡悦则获得了58.7%的较⾼⽀持

率，李在明的⽀持率仅为36.3%。

　　观察者认为，近年来韩国⼥权运动的兴盛、⽂在寅主政时期对⼥性福利政策的⼤⼒推进以

及年轻男性为主的极右社群中厌⼥⽂化的⻜速扩张等等，都导致⼤部分20岁—30岁的年轻男

性选⺠，⽇益倒向了保守派⼀⽅。韩国的⼥性则因在⽬前的政治环境中难以找到可充分代表其

利益的政治⼒量，相较于已形成⼀股政治凝聚⼒的男性，其投票意向显得相对更为分散。

　　北京外国语⼤学亚洲学院副教授、韩国-朝鲜研究中⼼研究员周晓蕾对财新分析，韩国社

会近年来⽇益尖锐的性别对⽴现状，究其根本是⼀种“带着性别⾯具的阶级⽭盾”。由于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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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兵役、住房等问题上的不满累积，许多年轻的韩国男性有⼀种强烈的“弱者感”，甚⾄认为

⾃⼰才是被性别歧视伤害的对象。

　　在军⼈总统朴正熙掌权时期，韩国军营⽂化盛⾏，宪法曾规定服役满年限的男性在报考公

务员时，可以享受占总分5%的加分。但在韩国⺠主化转型后的1999年，韩国宪法法院将这条

在⼥性和⾮退伍男性中引发巨⼤争议的法规判定为违宪。在如今的⼀些年轻韩国男性看来，这

项判决就莫过于对男性的“逆向歧视”。

　　此外，据周晓蕾介绍，在1997年韩国⾦融危机的余震中，随着失业成为社会常态，韩国传

统的家庭分⼯和⽗权制受到巨⼤冲击，“男性体会到了强烈的被剥夺感”。

　　在居⾼不下的失业率和持续飙升的房价、物价之下，这种“被剥夺感”仍在进⼀步膨胀。据

韩国经济研究院2021年底数据，韩国15岁—29岁年轻⼈的体感经济痛苦指数——即消费者物

价上涨率和失业率综合得出的指标，创下了⾃2015年以来的新⾼。其中，急剧攀升的⻘年失业

率是年轻⼈经济压⼒增⻓的⼀⼤原因。

　　在极端残酷的升学和就业竞争环境中，韩国社会也逐渐滋⽣出了⼀种对“能⼒主义”的笃

信，即认为个⼈能⼒才是获取社会资源的合理凭据。然⽽，2019年，作为⽂在寅重要臂膀的时

任法务部⻓曹国却被爆出利⽤⾃身⼈脉帮助⼦⼥进⼊名校的丑闻；2020年，仁川国际机场公

社也爆出为配合⽂在寅政府的稳定雇佣政策，在不经任何考核的情况下就将超过1000名⾮正式

职⼯全员转正。这些事件，都令许多没有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撑、希望靠能⼒实现阶级跃升

的年轻男性感到寒⼼。

　　⽂在寅2017年上任后，还在政府、企业层⾯出台了⼀系列保护⼥性权益的政策法规，包括

在政府和部分半官⽅机构中为⼥性增加就业配额、在全国设⽴帮扶⼥性的就业中⼼等等。尽管

这些政策并未完全得到落实，但仍令⼤量年轻男性感到⾃⼰遭受了“不公对待”。此外，韩国⼥

性在升学、公务员、教师资格等全国性考试中普遍优于男性的表现，也被部分男性视为这是⼥

性利⽤男性强制服兵役的两年、通过“⾮正当性竞争”⼿段，攫取了原属于男性的社会资源。

　　实际上，按照经合组织（OECD）统计，⾃2015年该机构发布发达国家性别相关数据以

来，韩国的男⼥薪酬差距就⼀直处于发达经济体中的Y⾼⽔平。2020年，韩国男⼥收⼊中位

数的差距⾼达31.5%——这意味着，当男性的平均⽉收⼊为100万韩元时，⼥性的平均⽉收⼊

仅为不到70万韩元。

　　有分析指出，在经历了朴槿惠遭弹劾、李明博涉贪⼊狱等挫折后，陷⼊危机的韩国保守派

阵营急于找到新的、攻击进步派阵营的突破⼝。在如今韩国的年轻选⺠参政热情⾼涨、实⽤主

义倾向也愈强的背景下，相⽐历届选举中被⽤于划分选⺠的地域主义、意识形态等传统议题，

性别议题⾃然以其在当下舆论场上的⾼度政治化趋势，成为了左右此次选举的Y⼤变数。

多重内政挑战

　　新冠阴霾下，如何进⼀步完善防疫和社会福利体系，料成为新政府⾸先⾯临的课题。尽管

韩国在⽂在寅任内⼀度较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不仅迄今维持着较低的病死率，甚⾄与新加坡

等地被并称为亚洲的“抗疫优等⽣”。但近来，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蔓延，韩国的单⽇新增确

诊病例已达到数⼗万例，累计确诊病例则仅⽤了4天，就已从超过400万例快速增⻓到超过500

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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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韩国中央银⾏数据，2021年韩国全年GDP增⻓4%，这⼀复苏势头在⼆⼗国集团

（G20）中当属显著。但若按⾏业细分，零售、餐饮、服务业等韩国中⼩企业在疫情下受打击

尤为严重。2021年上半年，韩国的⻘年失业率更⾼达25.4%，⽐6年前上升了3.5个百分点。

在全球供应链紧张的情况下，韩国亦遭遇了空前的通胀和物价攀升压⼒，⺠众在疫情下的经济

困难和⽣活质量恶化仍在加剧。

　　尹锡悦在竞选时提出，将成⽴⼀个综合处理医疗和经济事务的“后新冠应对委员会”，并通

过政府与出租⼈、承租⼈共同负担租赁费的⽅式，缓解个体户的商租压⼒。他还承诺，将在新

政府上任后的100天内，投⼊50万亿韩元（约合⼈⺠币2600亿元）⽀援因疫情蒙受损失的⼩⼯

商业者和个体户。但对于在不断升⾼的财政⾚字压⼒下应如何筹措这笔资⾦，尹锡悦却未给出

具体⽅案。

　　⽂在寅任内，不断攀升的房价⼀度成为了引发执政党⽀持率⼤幅滑坡的⺠怨导⽕索。过去

五年间，⽂在寅政府虽宣布过25轮各式楼市调控政策，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在⼈⼝密

集、住房紧张、房价⻓期居⾼不下的韩国⾸都圈⼀带，住房价格在政府屡次调控下却不降反

升，引发了韩国⺠众的普遍不满。

　　据韩国《朝鲜⽇报》综合银⾏资料统计，与2017年5⽉⽂在寅开始执政时相⽐，2020年6

⽉⾸尔“富⼈区”江南地区的公寓平均交易价格上涨了51.1%；⾸尔江北地区的公寓价格涨幅更

⾼达55.2%。⽽⾸尔市整体的公寓平均交易价格上涨率，也达到了52.4%。另外，以⾸尔市为

中⼼、包括仁川市和京畿道在内的韩国⾸都圈的房价，在⽂在寅主政后的过去三年⾥也上涨了

35.9%。

　　不仅如此，随着房主将⽇益增⻓的房产税等税⾦负担，转嫁给租房者，⾸尔市“全租房”的

平均押⾦价格，也在过去三年上涨了15.3%。

　　所谓“全租房”是韩国流⾏的⼀种租房模式：租户先向房东交付⼀定⾦额的押⾦──通常为

⼀次性付清房屋总价的30%到50%，⼊住后就不⽤再交除煤⽔电和管理费之外的任何费⽤；

待租约期满还房时，房东则需全额退还押⾦。对房东来说，这种模式的好处，主要在于提前预

收⼤笔押⾦后，能够再投资他⽤或进⾏周转。但近年来，韩国的“全租房”已在⽇益减少，押⾦

⾦额也不断上涨，甚⾄向房价本身靠拢。

　　在房市政策上，尹锡悦吸取了⽂在寅政府仅注重抑制需求、忽视扩⼤供给的教训，承诺当

选后，将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少增加供应250万套住房，其中130万套位于供应Y紧张的⾸

尔，另有30万套将提供给20岁—30岁的年轻购房者。

　　⾄于如何增加供给？秉持新⾃由主义⽴场的尹锡悦则提出应发挥市场的⼒量——放宽针对

市中⼼⽼旧住房的拆迁重建标准，并进⼀步提升⺠间重建⼩区的容积率，以便私营部⻔能够充

分参与城镇⼟地的开发和再改造。

　　作为配套措施，尹锡悦还主张重新检视韩国现⾏的房产税制度，通过改编税制减轻⺠众的

负担。具体⽽⾔，他计划⾸先放宽对⼀套住宅拥有者的征税税率，并考虑直接对这部分⼈群免

征综合房产税；从中⻓期看，他还考虑⼲脆将综合房产税整体纳⼊财产税。同时，他还希望进

⼀步下调房屋转让税，以⿎励多套住房拥有者更多地出售房产。

　　辽宁⼤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半岛问题的李家成向财新指出，尹锡悦解决住房问题

的基本思路就是减税，“通过增强市场流动性，促使⼈们愿意卖房、买房，Y终把⾼房价降下

来”。但他也称，许多韩国选⺠仍质疑尹锡悦的政策是否会像⽂在寅的多轮调控那样“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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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毕竟，将稳定房市当作任内⾸要⺠⽣任务的⽂在寅，不仅未能抑制⾸都圈的房价暴

涨，还被爆出多名执政党⾼官和公务员投机炒房的丑闻。

　　在此次⼤选中瞄准年轻选⺠的尹锡悦，还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为年轻⼈“减负”的政策，承

诺将⾯对2000万名⼯薪阶层下调个⼈所得税，扩⼤赡养家庭者的个⼈税收优惠，以及上调信

⽤卡抵扣限额等。针对有⼦⼥的上班族，尹锡悦还计划将此前对保育机构幼⼉的午餐的补助，

扩⼤到对⼀⽇三餐的补贴，并提出在幼⼉园婴⼉班追加安排保育教师等。

　　许多观察者认为，此次韩国⼤选中，包括尹锡悦在内的候选⼈只聚焦于微观层⾯的经济⺠

⽣政策，同时希望通过“撒钱”讨好选⺠，却不顾政策的可执⾏性。⾄于应如何改⾰韩国的经济

结构，应对⽓候危机，实现绿⾊转型，在愈发激烈的全球技术竞争中找到经济增⻓的新动⼒？

各候选⼈均没有拿出具有说服⼒的政策蓝图。

　　相⽐曾任城南市⻓、京畿道知事的李在明，整个职业⽣涯都投身于检察系统的尹锡悦，在

⾏政管理、预算编制等⽅⾯也显得经验不⾜。但李家成认为，尹锡悦仍可依仗其幕僚团队中的

专业⼈⼠制定经济政策；同时，尹锡悦与主动退选、为他登顶助⼒的安哲秀之间，也应有值得

关注的政治合作交易，“作为政坛⽼⼈，安哲秀从2011年开始就在韩国政界耕耘，应该能够补

⾜尹锡悦的⼀些短板”。

回归保守路线

　　与寻求平衡韩美关系、强调韩国外交⾃主性的⽂在寅政府不同，尹锡悦在外交安保问题上

秉持韩国保守派的传统基调，主张将巩固韩美同盟置于优先地位。

　　3⽉10⽇，尹锡悦发表胜选感⾔仅五⼩时后，这位韩国新总统就与美国总统拜登进⾏了约

20分钟的电话沟通。 据⽩宫发布的纪要，两位领导⼈在通话中共同确认了“作为印度-太平洋

地区和平、安全、繁荣的关键的韩美同盟的⼒量”，拜登还表示期待与韩国新政府合作，应对

在⽓候变化、⼤流⾏病、供应链、朝鲜核威胁等⽅⾯的挑战。尹锡悦的竞选团队则称，双⽅还

在通话中就尽快举⾏两国领导⼈之间的会晤达成⼀致。此前在竞选时，尹锡悦就曾明确表态，

若当选总统希望⾸先能会⻅美国总统，接下来还将依次寻求访问⽇本、中国等。

　　在尹锡悦看来，韩国与其被动地适应和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不如更主动地加⼊美国

主导的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议程。对于外界颇关注的韩国是否会加⼊由美国、⽇本、印度和澳

⼤利亚组成的四⽅安全对话（QUAD）机制，尹锡悦就公开表达了“韩⽅应积极参与”的态度。

　　这位韩国新总统还希望，韩美两国能在⼀些对全球竞争⾄关重要的“前沿领域”展开合作，

例如半导体、电动汽⻋、太空旅⾏、核能、绿⾊技术、⽹络安全等。

　　在今年2⽉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署名⽂章中，尹锡悦还专⻔批评了⽂在寅政府

在激烈的中美竞争中“保持战略模糊”的做法。他声称，正是由于⽂在寅政府在涉及中美关系的

问题上不愿表明韩国的原则和⽴场，“这给⼈们造成了⼀种印象，即韩国⼀直在向中国倾斜，

⽽远离其⻓期的盟友美国”。

　　申起旭认为，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中韩关系将成为尹锡悦任内Y棘⼿

的外交挑战。

　　他说，⼀⽅⾯，韩国将⾯临来⾃美国、⽇本、澳⼤利亚等要求共同“围堵”中国的⽇益上升

的压⼒，对内还要考虑韩国社会⽇益抬头的对华负⾯情绪；另⼀⽅⾯，中国仍是韩国的重要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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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是韩国Y⼤的贸易伙伴，“新政府必须⾮常⼩⼼地处理这些问题，努⼒驾驭和调和这些

⽭盾”。

　　在前述《外交事务》撰⽂中，尹锡悦还提出，韩国应该“重调”（retool）与中国的关系，

并称新时代的中韩交往应建⽴在“双⽅的安全分歧不应妨碍经济议题”的原则和基础上。

　　但尹锡悦同时也称，中韩双⽅应定期举⾏⾼级别的战略对话，共商合作解决朝核、⽓候变

化、公共卫⽣、⽂化交流等问题。在胜选后的⾸场记者会上，尹锡悦则表示，将本着“相互尊

重”的原则发展韩中关系。

　　2017年，现任⽂在寅政府曾围绕韩国在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作出“三不”表态：承诺

韩国不会参加美国构建的反导系统、不追加部署更多“萨德”系统、韩美⽇针对朝鲜威胁的安全

合作不会发展为三⽅军事同盟等。

　　但在前述媒体投书中，尹锡悦却批评⽂在寅在“萨德”问题上的表态是对中国的“过度迁

就”。⾄于韩国是否应继续追加部署“萨德”，以及打造紧密的韩美⽇三⻆同盟等，尹锡悦则称

⾃⼰持“开放态度”。

　　⻓期追踪中韩关系的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会资深研究员李成贤（Seong-Hyon Lee）

向财新指出，此前中韩“萨德”纠纷的余波，仍在韩国社会产⽣回响。这位韩国学者认为，在中

美加剧博弈的背景下，中韩如不能处理好两国⺠间的⺠族主义情绪，那么谁在韩国上台执政，

⽇后韩国都有可能进⼀步向美国靠拢。

　　也有观点认为，在“选举模式”下频频发表涉华强硬⾔论的尹锡悦，在⼊主⻘瓦台之后⾔⾏

或将更加谨慎克制。尹锡悦的幕僚团队也并⾮没有“中国通”，其选举对策本部部⻓权宁世就曾

于2013⾄2015年担任韩国驻华⼤使。此前，在2021年11⽉，作为在野党总统候选⼈的尹锡悦

还曾会⻅中国驻韩⼤使邢海明。他当时表态称，若能当选总统，将努⼒推动韩中双边关系继续

提质升级，在韩中两国之间进⼀步增进理解。

　　3⽉11⽇，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尹锡悦，祝贺他当选韩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韩互

为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快速发展，给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

促进地区乃⾄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对两国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中⽅愿同韩⽅秉持建交初⼼，深化友好合作，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致

远，造福两国和两国⼈⺠。

　　在对⽇政策上，尹锡悦主张从维系韩美同盟的⽴场出发，积极寻求韩⽇和解，全⾯解决两

国在历史、贸易和安全合作⽅⾯的争端。

　　在与《华盛顿邮报》的书⾯采访中，尹锡悦还称他上任后，将寻求与⽇本⾸相岸⽥⽂雄实

现会⾯，并恢复韩⽇之间过去的“穿梭外交”，届时双⽅领导⼈将定期进⾏互访。他还提出将成

⽴⼀个⾼级别谈判⼩组，与⽇⽅就合作与分歧议题举⾏全⾯的会谈。为了恢复韩⽇信任，尹锡

悦还主张扩⼤韩国和⽇本年轻⼈之间的跨境交流。

　　对于尹锡悦的当选，岸⽥在3⽉10⽇表示，“健康的⽇韩关系对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

和繁荣⽽⾔必不可少，期待（韩国）新总统发挥领导⼒。”岸⽥还称，将寻求就“⼆战”强征劳

⼯、慰安妇等⽇韩争议问题与尹锡悦政府展开密切沟通。据共同社报道，岸⽥政府计划在尹锡

悦5⽉正式就任总统前，与下届韩国政府⽅⾯尽快展开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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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啊(财新⽹iPhone版) 31分钟前

⼜⼀个泽林斯基

(0) (0) 回复(0)

⼩胖⼦的⼩⽼哥(财新⽹iPhone版) 15⼩时前

休闲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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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的⼩⽼哥(财新⽹iPhone版) 15⼩时前

⽋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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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朝政策上，尹锡悦亦延续了保守派阵营的对朝强硬⽴场，批评⽂在寅政府仅专注于谋

求同朝鲜和解对话，忽略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

　　今年以来，朝鲜已9次进⾏导弹试射活动，频率较过去⼀年显著提⾼。在竞选期间，尹锡

悦曾如此阐述应如何回应朝鲜频繁发射导弹之举：“只有掌握先发制⼈打击的能⼒，并显示出

使⽤的意愿，才能避免战争。”李成贤解读，尹锡悦的这⼀安保思路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类

似，“他们都信奉‘武⼒’，认为只有实⼒作为后盾才能维系和平。”

　　对于停滞不前的朝核谈判，尹锡悦则主张由韩国提出⽆核化协商的具体框架，以此明确朝

鲜分阶段实现⽆核化的可⾏路线图。

　　尹锡悦还称，如果朝鲜领导层做出⽆核化的决断，那么韩国不仅可以继续推进对朝经济⽀

援和合作事业，还可以讨论应对后⽆核化时代的韩朝共同经济发展计划。

　　赵⼦⽂（实习）对此⽂亦有贡献　　

 

　　[《财新周刊》印刷版，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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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多朝鲜半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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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北京) 23⼩时前

还是做检察官⽐较好

(0) (0) 回复(0)

财新⽹友i11SRp(财新⽹Android版) 1天前

只要他不清算⽂在寅，估计国内应该还好。⾄于东北亚局势，肯定会偏向美国，修好⽇本。其实我

们也应该学习⽇本，上次⽇本驻韩⼤使直接表明韩国对于⽇本就是⼀个⽆关⼩国家，⽇本的体量都

敢于说这话，更何况今天中国的体量！有的时候应该⾃信点，我们作为第⼆⼤经济体对这些⼩国强

硬会⽐示好效果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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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发⾔？为了强硬⽽强硬？新总统对华转向强硬是为了获得韩国保守派⽀持，获

得美国⽀持，⽇本队韩强硬是历史⽭盾和产业碰撞⽐较多，坚守⾃⼰政治基本盘；中国寻

求周边东盟、⽇韩市场化的时候，你这个号召为了是什么

(3) (0) 回复(0)

GCHK(财新⽹iPhone版) 21⼩时前

这也太强了吧

(0) (0) 回复(0)

登⾼⼀望(财新⽹iPhone版) 22⼩时前

⽇本对美国友好，我们要不要学？ 对⼀个国家友好和⾃⼰的体量有什么关系？ 以⾃⼰第

⼆⼤经济体为由就应该对效果强硬吗？我国政府不是向来反对谁拳头⼤就听谁的霸权主义

吗？

(10) (1)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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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或故意使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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