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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18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
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将于本月26日起取消针对
部分国家的旅行限制措施，当选总统拜登的过渡
团队随即表示就职后将继续实施这些限制措施。

特朗普当晚宣布，美国此前因新冠疫情蔓延
而对欧洲申根区成员国、英国、爱尔兰和巴西的旅
行限制措施将于美东时间1月26日凌晨0时1分
起取消。

拜登的发言人珍·普萨基随即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鉴于疫情仍在恶化以及全球多地出现更具
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现在不是取消国际旅行
限制措施的时候。她还说，拜登政府无意在26日
取消这些限制措施，还将计划在国际旅行中加强
公共卫生措施。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400 万例。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 12
日宣布的一项新规定，乘飞机入境美国的旅客在
起飞前3天内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登机前提
供检测阴性或曾感染新冠但已康复的证明。该规
定将于本月26日起生效，根据这项规定，航空公
司必须拒绝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乘客登机。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多个国家的媒体日
前纷纷刊发文章，批评行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近期一系列低劣言行。

美国《华盛顿邮报》文章说，美国总统选举结
果确认以来，特朗普政府许多官员已经淡出人们
的视线，而蓬佩奥几乎每天都要宣布所谓“重大外
交政策”，为拜登团队未来施政制造障碍。

美国《堪萨斯城明星报》评论指出，蓬佩奥担
任国务卿期间的表现，令世界看待美国的眼光中
带着“悲伤、愤怒和怜悯”。蓬佩奥下台后，美国会
更好。

泰国《曼谷邮报》刊文说，一支被击败的军队
撤退时，往往会在路上埋设地雷，以延缓对方追击
的速度，给胜利者造成伤亡，并且让失败者在恐慌
和绝望中做所谓“有目的”的事。这就是蓬佩奥现
在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欧洲国家官员最近将
蓬佩奥称为“政治纵火狂”，因为他正在实施“焦土
政策”。

英国《卫报》评论说，蓬佩奥颠覆了既定政策，
采取了极端强硬的立场，以提高自己在特朗普团
队中的个人地位。近来，蓬佩奥又花费大量时间，
肆无忌惮地在全球铺设“陷阱”和外交“雷区”。

新华社华盛顿1月18日电（记者高攀 熊茂
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18日宣布提名美国商品期
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加里·根斯勒出任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主席，提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
罗希特·乔普拉出任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

根据拜登过渡团队发布的声明，根斯勒曾任
高盛集团合伙人、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2009年至
2014年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目前为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乔普拉曾任美
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助理局长、美国教育部特别
顾问、2018 年开始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
他们的提名要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后才能生
效。

上述提名得到了支持加强金融监管人士的欢
迎。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
白·沃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
她曾与根斯勒一起工作，也曾与乔普拉密切合作，
他们是领导美国证交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最
好人选。

美国媒体认为，根斯勒和乔普拉具有丰富的
金融执法经验。拜登提名这两人出任重要职位，
预示着未来四年美国金融业将面临更严厉的监
管。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18日上午
发生一起火警，导致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的
就职典礼彩排短暂中断。警方迅速封锁大厦，
发现是虚惊一场。

拜登本人及其他政要并未出席彩排，由替
身代替。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正在排练典礼
将演奏的曲目。距离国会大厦不到两公里的

一处无家可归者宿营地起火冒烟，触发安全警
报，彩排人员从大厦西侧疏散，乐队进入大厦
内安全区域。

彩排参与人员说，安保人员在疏散时大喊
“这不是演练”。国会警察局下令火速封锁国
会大厦，大约一小时后解封。彩排不久后恢
复，一架直升机在国会大厦上空巡逻。

火灾可能是由一名住在宿营地的女子不
当使用一个便携式燃气炉引发。消防员赶到
后很快把火扑灭。这名女子告诉消防员，火焰
迅速蔓延并烧毁她的财物。

美联社解读，国会警察果断下封锁令，说
明华盛顿在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后人心惶惶。

新华社特稿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18日
确认，2.5万名协助新总统就职典礼安保的国民
警卫队员接受背景审查是“正常流程”，没有情
报显示国民警卫队内部存在安全威胁。

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定于 20 日就
职。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17日告诉美联社记
者，五角大楼担心参与典礼安保的国民警卫队
员中有“内鬼”，可能发动袭击。

联邦调查局正协助军方对所有2.5万名国
民警卫队员作背景审查。米勒18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国防部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与
支持大型安保的国民警卫队员作背景审查属
正常流程。尽管没有情报显示存在内部威胁，
我们会‘翻遍每一块石头’”。

米勒已经指示国民警卫队员，一旦发现可
疑活动，立即向上级汇报。

代理国土安全部长彼得·盖纳18日告诉福
克斯新闻频道记者，联邦调查局认为开展背景
审查是“审慎之举”。

在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6日
冲击国会大厦后，华盛顿连日来不断强化安保
措施，11日起进入紧急状态，以防拜登就职典
礼前后出现暴力示威。

新华社特稿

拜登宣布两个重要金
融监管职位提名人选

担心有担心有““内鬼内鬼””22..55万名国民警卫队员接受审查万名国民警卫队员接受审查

特朗普取消部分旅行限制
拜登团队称将不予执行

多家外媒发文批评蓬
佩奥离任前低劣言行

突发火警拜登就职典礼彩排中突发火警拜登就职典礼彩排中断断

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将于 20 日举行，目
前，整个国家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美国

《国会山报》记者描述说，“如今的华盛顿看上
去像一座武装营地，到本周初将有超过2.5万
国民警卫队员部署到华盛顿特区”；美国特勤
局称，就职日的安保行动必须为“零失败任
务”；联邦调查局（FBI）警告全美所有50个州的
首府做好准备，以迎接右翼激进分子誓言要举
行的“百万民兵”武装抗议。对于一个民意空
前分裂的国家来说，要保证一位新总统顺利就
职，充分估计反对者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毕
竟有将近一半美国人希望甚至相信“特朗普赢
得第二任期”，而1月6日国会暴动的恐怖阴影
还远未散去。离卸任还有最后3天，媒体开始
报道现任总统特朗普手下打包告别白宫的细
节，以及当选总统拜登上台第一天想要开始实
施的各种带数字的计划和雄心。但几乎没有
媒体认为拜登能够轻松地治愈这个支离破碎
的国家。《纽约时报》评论说，许多共和党人私
下里会对拜登的上任感到宽慰，但等待拜登的
麻烦是如此之大，“即使是一个从政50年的老
手，也可能很难掌控这艘国家之船”。

华盛顿像一座“武装营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7日称，联邦

官员警告说，暴力和潜在的动荡威胁给拜登入
主白宫、特朗普重返私生活的仪式蒙上阴影。
在首都华盛顿，军用车辆封锁了一些街道，国
家广场被关闭，高大的栅栏和路障保护着这个
国家的神圣建筑，民众的行动受到限制。大约
2.5万名国民警卫队员已经基本部署到位，数量
超过在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美军的总和。
警察和军队在首都华盛顿出面保卫美国仅存
的民主，这令人不安。华盛顿曾是民主皇冠上
的明珠，为全世界所景仰，如今它成了“军事要
塞”。

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军方领导人这几
天花了大量时间呼吁各州增派国民警卫队，帮
助封锁华盛顿特区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前所未
有的。一些州长零星地做出了回应，同意增派
12人、100人甚至1000人，而另一些州长则表示
不同意。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在过
去72小时内，130多架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
飞机将至少7000名国民警卫队员运送到马里
兰州安德鲁联合军事基地。还有数千人乘坐
公共汽车和军用卡车，沿高速公路向华盛顿驶
去。如今的华盛顿看上去像一座“武装营地”。

“华盛顿进入了战时体制。”《今日美国报》
16日称，为了就职日的安保，华盛顿仿佛覆盖
上“钢筋与混凝土”。在现代历史上，还没有哪
位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是在如此激烈的国内骚
乱中举行的。前美国特勤局局长马格表示，

“我们进入战时状态。每个角度都在考虑之
中，战斗机将在跑道上发动好待命。”

此外，FBI警告全美所有50个州的首府做
好准备，迎接“百万民兵”游行。FBI的内部通
报说，“武装抗议于当地时间1月16日至1月20
日在所有50个州的国会大厦举行，并于1月17
日至20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调查人员认

为其中一些人是极端组织成员。部分特朗普
支持者和极右组织在网络上呼吁，要在17日发
起示威，但其中也有一些团体作出相反呼吁，
指这些活动可能是当地警方设置的“陷阱”，出
席示威的人可能会被拘捕。

英国广播公司（BBC）17 日称，马里兰州、
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分别宣布了紧急状态，以
应付可能出现的示威行动，而加州、宾夕法尼
亚州、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威斯
康星州都已经动员各自的国民警卫队布防。
总统选举结果较具争议性的州，例如密歇根
州，当地官员称警方已经为最坏情况做好准
备。社交网站脸书也宣布，将会暂停显示一些
有关枪械配件的广告，至少维持到1月22日。

连航空公司也加入了“保卫华盛顿”的工
作，达美航空等几家航空公司宣布将禁止飞往
华盛顿地区的乘客把枪支放在托运行李中，美
国航空公司则禁止在往返华盛顿地区的航班
上供应酒精饮料。

特朗普准备告别仪式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计划

在1月20日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前数小时离开
华盛顿，先去安德鲁联合军事基地举行告别活
动，然后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棕
榈滩，在他的海湖庄园里开启卸任之后的生
涯。据路透社报道，几位白宫顾问正在劝说特
朗普在拜登宣誓就职前在白宫会见他，但据一
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目前并无此意。

据美国Vox新闻网报道，告别活动的细节
仍在考虑中，要求匿名的知情官员爆料称，告
别仪式将会参考特朗普在国外进行国事访问
时享受的领导人待遇来布置，现场会安排红地
毯、仪仗队、军乐队，并按照欢迎国家元首的礼
节鸣放21响礼炮；但未确定特朗普是否会发表
告别演说。特朗普迄今没有邀请拜登夫妇到
白宫做客，也没有与拜登通电话。副总统彭斯
夫妇预计将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

路透社16日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
普在白宫的最后几天充满了怒火和焦虑。他
在电视上观看了一些弹劾辩论，对共和党人的
背叛感到愤怒，也对推特关闭他的账号耿耿于
怀。消息人士称，喜欢到椭圆形办公室查看特
朗普情况的助手如今会躲着他，唯恐他给他们
一项与“选举欺诈”有关的任务。路透社称，预
计在特朗普剩下的几天任期内，有关他最后一
轮赦免的决定将占据大部分时间。美联社17
日报道说，他的工作人员陆续离开了白宫，包
括那些在白宫暴乱发生后辞职的人，还有一些
人忙着收拾自己的办公室，搬出私人物品。白
宫国家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
被拍到带走了一张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会晤
的大照片。

据 CNN 报道，白宫正准备对官邸进行彻
底清扫，由于疫情，整个建筑物将接受升级的
清洁级别，费用接近50万美元。

据《迈阿密先驱报》16日报道，当天迈阿密
市中心数十名特朗普的粉丝举行和平集会。
他们挥舞着旗帜，高喊“选举欺诈”。80岁的罗
克说：“我爱我的总统。这次选举完全是一场
骗局。”另一名支持者佩雷斯则表示，他还不准
备承认特朗普总统任期将于1月20日结束：“那
是你的看法。毫无疑问，特朗普赢得了第二任
期。”

《南佛罗里达太阳哨兵报》16日称，悲伤，
愤怒，厌恶——特朗普的南佛罗里达支持者表
示，面对特朗普任期结束、拜登即将就职，他们
有这样的感受。一些人在哀悼，表达了绝望的
情绪，甚至不愿在电视上观看新总统的就职典
礼——“我绝不会看，他不是我的总统。”支持
者计划在特朗普抵达棕榈滩时到机场迎接他，
表示声援。

美国皮尤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53%的美
国人计划观看拜登就职典礼，而只有25%的共
和党选民表示会这么做。 本报综合消息

2.5万美军保卫新总统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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