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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打开了韩国民众愤怒的“闸门”
董向荣
【摘要】基于其“朴正熙女儿”的身份、对其坎坷人生经历的同情，韩国人选择了朴槿惠做总统。选民原本寄
希望这位“将门虎女”带领国家“再创汉江奇迹”。不料，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经济不振，人事任命混乱，
世越号沉船事件应对不力，萨德问题引发严重的社会分裂，民心逐渐背离。此时出现所谓“闺蜜门”，打开了
韩国民众失望、愤怒、受辱的情绪闸门。性格急躁而刚烈的韩国人，不能容忍国家被这样的人控制，不能容
许朴槿惠完成其五年总统任期，要求其立即下台。
【关键词】朴槿惠 “闺蜜门” 弹劾 【中图分类号】D821 【文献标识码】A

韩国人当年为什么选择了朴槿惠

候选人吴世勋站台助威，遭到袭击，面部被划伤。不少年老者
这样感慨：“多命苦的女人！”朴槿惠在被划伤出院后，立即

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是个独特的机制，它只体现选举者选

投入地方选举拉票活动中，对于该党地方选举选情的拉升明显。

了谁，并不表明为什么选他或她，也不管这个理由是否有助于

同样，在 2012 年投票选择朴槿惠的选民中，同情其坎坷遭遇

其履行总统职责。2012 年 12 月 19 日，朴槿惠以高达 51.6%

的人不少。直到“闺蜜门”事件爆出之前，朴槿惠在 60 岁以

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这是在 1987 年韩国恢复总统直选制以后，
首次出现过半数的高得票率。而之前总统选举中出现过半数的
得票率，则要追溯到 1971 年朴正熙与金大中的对决，前者以
53.2% 的得票率获胜。可以说，在选举时，韩国国民给予朴槿
惠极高的支持。那么，当时韩国选民为什么选择了朴槿惠？
个中理由或许有千条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她是朴
正熙的女儿”。朴正熙在 1961 年 5 月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
在 1963 年通过民选回归民政，一直执政到 1979 年 10 月被核
心幕僚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这十八年，是韩国民主政治历
程中的一段曲折，与此同时，也是韩国实现经济腾飞的“汉江
奇迹”的关键时期。正因为如此，在政治学研究领域，朴正熙
政权被界定为典型的“发展型政权”。朴槿惠继承了其父亲的
两大遗产，有时她被称为“独裁者的女儿”，有时她被看作“汉
江奇迹缔造者的女儿”。随着时间的流逝，朴正熙成为韩国国
民评价最高的总统。特别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非常感激
朴正熙为国家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基于此，他们选择了朴
槿惠。
第二条理由是同情。朴槿惠总统的母亲陆英修和父亲朴正
熙先后在 1974 年 8 月和 1979 年 10 月被枪杀。在 2006 年 5
月韩国地方选举之际，朴槿惠作为政党党首，为该党首尔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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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年人群中的支持率在 70% 左右，这是前两项因素的持续

外国人在韩消费不振、出口形势恶化等方面的影响。考虑到全

作用，是朴槿惠的“铁票”，除非她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球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增长率还算过得去。但是，这与朴槿

第三条才是朴槿惠的领导力。2004 年，当时的在野党大国

惠宣扬的“再创汉江奇迹”相去甚远。不仅如此，与经济增长

家党因发起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案，遭受国民唾弃，在国会选

乏力相呼应的是，韩国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其较早失

举中惨败。朴槿惠此时站出来力挽狂澜，虚心接受民意，带领

去了年轻选民的支持。

大国家党走出低谷。这是她仅有的政治成绩。

对韩国国民来说，2014 年 4 月世越号沉船事件的伤痛，

从 1979 年父亲被刺杀至 1998 年出任国会议员，在长达

至今难以抚平。这艘载有 476 人的客轮，在全罗南道珍岛郡海

二十年的时间里，朴槿惠一直过着隐居修行的生活，用她自己

域发生浸水事故之后沉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死伤者多数是

的话说，就是“在绝望中锻炼自己”。这段时间，她与外界接

高中生，多少个家庭毁于一旦。事故发生后，韩国海警救援不力。

触很少，没有从政的历练，也就没有培养合适的执政团队。她

不仅如此，逐步暴露出来的安全管理隐患，直指“官商勾结”。

与弟弟妹妹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可能身边只有崔顺实等所谓

死难者家属的诉求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光华门广场世宗大王

的“闺蜜”，仰赖某些宗教的力量。由此带来以下方面的问题。

像附近，至今仍设有死难者灵堂。此次“闺蜜门”事件爆出后，

第一，她没有建立起适当的人才库，也没有采取合适的选拔方

针对世越号事件发生时总统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为什么应

式，来填充总统权限内指派或提名的数千个重要职位。比如，

对不力的疑虑又传得沸沸扬扬。

上任伊始，在国务总理等的任命上，不是她所提名的人不愿意

外交议题曾是朴槿惠执政的主要亮点，在前半个任期中，

出任，就是候选人在国会无法获得通过，几经周折。人事问题

她在巩固韩美同盟的同时深化了与中国的关系。在 2016 年 1

从执政开始就一直困扰着她。其次，沟通能力不足，与国会、

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朴槿惠调整对外战略，放弃原

与国民的沟通不畅。在民意调查中，这一项与不透明、不公开

本在中美之间相对均衡的外交战略，不顾中俄强烈反对，宣布

等一起，经常被列为对总统施政不满意的主要原因。第三，或

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此举不仅引发中俄严重抗议和相应战

许也是最致命的，总统从着装到发言稿，从人事任命到财团资

略部署的调整，也在韩国国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分裂。朴槿惠

金，都依赖“闺蜜”的意见，而这位“闺蜜”又笼罩着神秘甚

无视韩国国内在部署萨德上的意见分歧，一味地指责反对部署

至是“诡异”的宗教色彩。韩国人愤怒了，到底选的是谁做总统？

萨德的人是“不纯势力”。萨德部署地岭南地区是朴槿惠所代

当前，韩国人已经被愤怒的情绪所笼罩。但是，回过头来

表的保守政党传统政治地盘，但是韩国政府公布在此部署萨德

理性地看一下，韩国人在投票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地问：朴槿
惠是否适合当总统？她有没有能力当总统？实际上，在选举时，

之后，民意流失严重。
从朴槿惠执政的 2013 年 2 月—2016 年 10 月“闺蜜门”

候选人的水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可能是选民的素质，后者在

事件曝出之前，与民主化以来的其他总统相比，朴槿惠的支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的质量。

率是基本正常的，总体上符合民主化以来韩国总统支持率的运
行轨迹，即，由执政初期 60% 左右的高支持率，向执政中后

韩国国民对朴槿惠的期望与失望

期 20% 左右的低支持率演进的大趋势。韩国盖洛普公司的民
意调查显示，在执政的第四个年头第二季度，朴槿惠的支持率

朴槿惠在竞选中强调自己要带领韩国“再造汉江奇迹”，

占 32%，低于其前任李明博（37%）、金泳三（34%），高于

韩国人也期待这位“将门虎女”能够给韩国带来“福音”。但是，

金大中（28%）、卢武铉（16%）。在盖洛普公司 2016 年 10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在经济上，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

月 11—13 日对全国公众进行的抽样民调显示，对朴槿惠总统

景下，韩国经济增速放缓。根据韩国统计厅网站的数据，近三年，

施政持肯定评价的人占 26%，这些人支持总统主要是因为对朝

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3% 左右。2013 年为 2.9%，2014 年

政策（22%）、工作努力（17%）、外交关系（12%）、小心

升为 3.3%，2015 年下降为 2.9%。2016 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

谨慎（12%）等。而对总统施政持否定评价的人占 59%，他们

估计在 2.7% 左右。韩国央行 2016 年 12 月 2 日发布的最新数

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沟通不足、不公开、不透明（15%）、

据显示，2016 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低于预期，主要原因是：

经济政策（14%）、自以为是、独断、自我中心（7%）、人事

建设业投资不振、汽车产业罢工、三星电子 Galaxy Note7 召回、

安排不妥（7%）、国政运营不够灵活（6%）、福利政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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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不足（5%）、未能履行竞选承诺（4%）、对朝政策（2%）、

劾两种方式。在韩国历史上，总统在任期内主动下台只有一次，

外交问题（2%）等。这是在崔顺实事件被广泛报道之前的状况。

即 1960 年 4 月李承晚的下台。从朴槿惠总统第三次对国民谈

在 2016 年 10 月 18—20 日盖洛普的调查中，受到崔顺实

话的内容来看，她并不想主动下台。群众游行示威对朴槿惠总

事件的影响，民调显示对朴槿惠总统施政不满的原因中，崔顺

统的压力，尚未大到让她感受到需要立即下台。而且，2016 年

实事件首次出现，并且列在第八位（4%）。一周之后，即 10

11 月 9 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给朴

月 24 日 JTBC 电视台爆出崔顺实旧电脑中有总统演讲稿等内

槿惠总统打电话，并表示“美国将百分百地坚持与韩国合作路

容之后，朴槿惠总统的支持率开始急跌。10 月 25—27 日的民

线不动摇，通过与韩国坚定强有力的合作抗衡保护韩国免受朝

调显示，总统支持率为 17%，对总统执政不满的理由中，崔顺

鲜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威胁。并将与朴总统携手并进，韩美两国

实事件跃居第一位（38%）。随着“闺蜜门”事件的持续发酵，

将一路平安同行”。特朗普不可能不了解韩国国内政局。他对

民众对朴槿惠总统失望透顶。11 月 22-24 日的民调显示，朴

朴槿惠的支持显而易见，完全不同于 1960 年李承晚宣布主动

总统的支持率降到历史上罕见的 4%。在对总统不满的原因中，

下台前的局势。

崔顺实事件（45%）占据绝对主导，全面的不足（7%）、国政

在朴槿惠政府之前，韩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总统弹劾案，

运营不够灵活（6%）、不正直（6%）、沟通不足、不公开、

就是 2004 年的卢武铉案。总统弹劾案经国会通过之后，递交

不透明（5%）、领导力不足、回避责任（5%）、总统资格丧

宪法法院，被宪法法院驳回，卢武铉恢复行使总统权力。2016

失（4%）、腐败（3%）、主观、不够小心（2%）等。可以看

年 12 月 9 日，韩国国会以 234 票赞成、56 票反对、2 票弃权、

出，此时韩国民众的不满，已经不是集中在具体的某项政策，

7 票无效、1 人未投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朴槿惠总统的弹

而是严重质疑总统的合法性、道德性，直至全面地否认总统，

劾案。未来，宪法法院能否同意弹劾总统？总统的失误或犯下

认为其已经不具备继续执政的资格。这就是为什么此次示威人

的错误，是否足以严重到提前结束任期？这是宪法法院维持宪

群，不是像 7-8 月份要求其撤回部署萨德的决定那样，而是直

法严肃性所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宪法法院是仅仅考虑当前的

接要求她立即下台。

民意，还是维护宪法和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且，因为宪法法院

朴槿惠总统的三次对国民谈话，一直在强调的是自己没有

中九名大法官，其中三名是朴槿惠任命的，其他人是李明博政

任何私利，一直兢兢业业为国工作，夜不能寐。曾经，
“工作努力”

府时期任命的。九名法官大多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表决通过

是不少人肯定朴槿惠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在韩国国民看来，

总统弹劾案，需要有六名或以上的大法官同意才行，难度可想

当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她工作是否努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没有任

而知。2017 年年初又会有 2 名法官退职，判决的变数很多。

何公职的人正在左右着缺乏执政能力的总统。唐朝魏征《谏太

概言之，当前韩国的政治乱局，在民主化以后的韩国比较

宗十思疏》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少见。若纵观韩国 1948 年以来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则并不

怨恨不在大小，关键是“闺蜜门”造成了民心的背离，激怒了

足以为奇。为限制总统随意延迟任期而设置的“五年单任制”，

韩国选民。

从宪法的高度上促进了民主制近 30 年的平稳运行。但是，从
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不能完全表达民意的弱点。预计此次

想让总统提前下台从程序上看并不容易

事态平息之后，韩国可能要修改宪法，在政治体制上做出修正，
一是可能要推进“四年两任总统制”
；二是要转向“责任内阁制”，

韩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不得连任”。

由国会多数党领袖出任政府总理，在政府和国会之间达成相对

韩国的民主在“五年单任总统制”下稳定运行了近 30 年，这

一致，便于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论弹劾案最终能否获得

一体制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宪法法院的同意，韩国明年都将进行总统大选，这会对未来韩

但是，五年单任没有为总统执政评价中的不满情绪提供出

国政局和对外政策产生不少影响。

口。其一，由于总统缺乏谋求第二任的激励，可能无视民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亚太政治研究室主任）

其二，对于性急的韩国人来说，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总统，要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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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五年的任期实在太难。想让总统提前下台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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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总统下台可以通过总统主动下台或者国会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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