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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审理前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弹劾案前，多名国会议员受到人身安
全威胁，包括死亡威胁。

美联社 24 日以美国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联邦执法人
员正在调查针对多名国会议员的一系列
人身攻击和死亡威胁言论。这些言论主
要在互联网散播，内容包括特朗普弹劾案
审理期间在这些议员往返国会大厦的途
中发动袭击，言论的具体度和可信度各不
相同。

特朗普支持者6日就总统选举结果在首
都华盛顿示威，许多人冲进国会大厦，与警方
发生冲突，导致一名国会警察和4名示威者死

亡。
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13日通过针对特朗

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定于25日
把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审理。控辩双方陈述
将于2月8日开始。

参议院共有100名议员，民主党籍和共和
党籍议员各半。根据美国宪法，至少三分之
二参议员支持才能将特朗普定罪。在众议院
的弹劾中，10名共和党籍议员倒戈支持弹劾。

迄今130多人因冲击国会受到检察部门
指控，多人因涉嫌在网上发布威胁议员的帖
子被逮捕。

执法人员 20 日逮捕得克萨斯州男子加
勒特·米勒，指控他冲击国会并在社交媒体

威胁杀死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检方说，米勒在网上
发布大量威胁言论，曾就一段示威人群离
开国会大厦的社交媒体视频留言：下次我
们带枪吧。

为确保拜登20日顺利就职，联邦政府从
各州调集大量国民警卫队士兵进入华盛顿。
就职仪式结束后，一些国民警卫队士兵开始
撤回各州。

那名不愿公开身份的官员说，对特朗普
的弹劾审理在即，由于担忧议员人身安全和
国会大厦可能再遭暴力冲击，国会警察和其
他联邦执法部门坚持要求数以千计国民警卫
队士兵继续驻留华盛顿。 新华社特稿

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
市24日发生枪击命案，包括一名孕妇在内
5人丧生。

当地警方说，凌晨约4时接到报警，出
警后发现一名青少年受伤，稍后在附近一
座民宅发现包括一名孕妇在内的5人死于
枪伤。

警方发布的信息显示，死者年龄从13
岁至42岁不等，其中4人是同一姓氏；孕妇
19岁，是其他姓氏。那名受伤青少年伤势
严重，不过有望生还。

印第安纳波利斯警察局长兰德尔·泰
勒说，这是当地十多年来“最严重的群体枪
击案”，警方认定这是一起“蓄意谋杀”，作
案者可能不止一人。

泰勒呼吁民众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
市长乔·霍格西特说，已经请求联邦调

查局协助调查。 新华社特稿

1月25日，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月24日报
道，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多次对他的前代理国家
情报总监说他想在2024年再次竞选，这引发了关于
他将以共和党人身份还是以“爱国者党”候选人身份
参选的争论。

特朗普的前情报总监理查德·格雷内尔当地时
间 23 日在大全新闻网电视台的节目中说，特朗普

“本人曾多次（表示），他的确想再次竞选”总统。格
雷内尔重申，鉴于特朗普目前是“共和党领袖”，他
希望特朗普在 2024 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参选。在同
一档新闻节目中，另一位前特朗普政府人士塞巴斯
蒂安·戈尔卡嘲讽了HBO电视网主持人比尔·马赫
和一些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最近把特朗普的“爱国
党”运动等同于德国纳粹党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政
治上升期的崛起。

格雷内尔强调，特朗普不仅曾把自己将在2024
年竞选的打算告诉他和其他亲密助手，而且特朗普
也是迄今为止整个共和党内最受欢迎的政客。2020
年年终民调及调查的汇总结果显示，在自称支持共
和党的受访者中，特朗普获得了大约90%的支持率
——在某些调查中的支持率甚至更高。特朗普支持
者和共和党议员中一个越来越直言不讳的派系指责
党内精英人士在特朗普毫无根据地质疑约瑟夫·拜
登总统胜选时“抛弃”了他。

格雷内尔当地时间23 日说：“听我说，这就像一
支运动队，你所在的队伍并不总是完美的，你会努力
使它变得更好。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事物现在的某个
方面，那么你会努力使它变得更好，但你不会抛弃
它。我认为，共和党是最好的位置，唐纳德·特朗普
仍然是共和党的领袖，我们可不要把这一点搞错
了。”他指出，在2024年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格雷内尔还说：“显然，唐纳德·特朗普是共和党
人，应该以共和党人身份再次参选。”他敦促保守派
和特朗普支持者不要脱离共和党。他和大全新闻网
电视台主持人说，他们认为，共和党的民选官员和

“权力掮客”捐赠者中出现了分化，但选民中并没有
出现分化。

格雷内尔简要地称赞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现任
主席伦娜·麦克丹尼尔的筹款能力。不过，格雷内尔
在未提及特朗普的情况下抱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特朗普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赞誉”。这位前
情报总监说，他参加了自1992年以来的每一次共和
党全国代表大会。

当地时间22日，特朗普发表了离开白宫后的首
次讲话，在谈到他未来的计划时说：“我们会做些什
么，但不是现在。” 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25 日，俄罗斯《独立报》网站 1 月 22
日刊文称，美国社会因选举结果陷入有史以
来未曾有过的撕裂。拜登并未获得民主党以
及自由派精英所期望的令人信服的、摧枯拉
朽的胜利。

文章称，“疗伤”的过程不会轻松，尤其
是在特朗普支持者认定“选举胜利遭窃取”
之后。抗击新冠疫情未必能够充当新政府
用于凝聚全民的议题。抗疫需要采取果敢
的手段，但这可能激起部分美国人的抗
议。赢了选举的拜登面临输掉国家的风
险。

文章还称，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与拜登
承认的内部孱弱、处于停滞、试图改变的美国

打交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华盛顿重回
“自由”干预主义的背后，支持者并不多，虽然
政府为此拼命发声且非常乐观。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二战后华盛顿的整个外交政策以及
它野心勃勃在全球确立“美国领袖”地位的哲
学，已经不符合现时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
正从在国外发动“选择性战争”的时代退出，
因为它并未做好准备与火力、技术装备跟自
己旗鼓相当的对手——如俄罗斯——的军队
大战一场。

文章指出，积极的议事日程已经具备：抗
击新冠疫情和恐怖主义，处理气候变化。拜
登已承诺重返世卫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他
不愿充当“特朗普的小丑”，会对伊朗、古巴和

委内瑞拉采取稍微缓和的立场。全球需要的
正是能够让人看到的合作。所有人都希望恢
复正常。

文章认为，时代要求西方精英摒弃往日
的意识形态偏见，并视变革为自身发展的优
先问题。毕竟美国精英面临的问题不是特朗
普本人，而是他的众多国内支持者。

文章最后称，特朗普执政四年间，世界发
生了巨大变化。对美国的信任受到不可逆转
的破坏，这加剧了全球政治中的地区化倾向，
即地区强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对于区域问
题及冲突，现在倾向于寻求地区性解决方案，
而这在不久前还属于全球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的范畴。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日前，刚刚入主
白宫的美国新总统拜登一口气签署了10多项
行政命令，废除其前任特朗普的一系列内政
外交政策。

在白宫高调签发这些行政令之时，拜登
用了“刻不容缓”来形容其心情，体现了其否
定和推翻特朗普政府执政四年所谓“政绩”之
急切。

在历史长河里，四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
特朗普政府执政这四年，给美国国内民众、给
其他国家、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冲击，与时长不
成比例。对许多人来说，这四年目睹美国种
种怪现状，比小说还荒诞，让人拍案惊奇。

在美国国内，各种乱象丛生，民生恶化，
社会撕裂严重，贫富与阶层对立加剧，人权与
种族问题凸显。四年来，美国各地枪杀案不
断，打砸抢烧成为美国街头的“风景线”，“黑
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席卷全美各地。美联储
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最富的前1%和10%人
口分别占有全部家庭财富的30.5%和69%，而
最穷的 50%人口仅拥有全部家庭财富的
1.9%，且这种差距呈加速拉大趋势。

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再粉饰太平，但新冠
疫情与大选彻底挤破了美国社会的脓疮。面
对新冠疫情肆虐，手握权柄的政客奉行政治
优先策略，对内欺骗，对外“甩锅”，不断贻误
战“疫”时机。从提议喝消毒剂治新冠到宣扬

“神药”羟氯喹，从反对戴口罩到罔顾生命，反
智主义“花式抗疫”的结果是：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已超25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突破
40万例，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
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四年一度的大选不仅有“纸牌屋”式勾心
斗角，更有“颜色革命”式对立对抗，直至登峰
造极最终酿成国会山“沦陷”的闹剧。“美式民
主形象大跌”“美国制度的崩塌”……全球学
界纷纷作出如此论断。

对外，特朗普政府赤裸裸打出“美国优
先”旗号，把外交霸凌、单边主义与自私自利
推向了“新高度”。“退群”成瘾，制裁成性，动
不动就打贸易战，通过“长臂管辖”把他国公
司纳入黑名单——美国成为国际舞台头号麻
烦制造者、秩序破坏者。据美国相关机构统
计，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共实施了3900多项

不同的制裁措施，频率相当于每天3次。
美利坚过去四年之怪现状，其中有闹剧

有丑剧更有悲剧，夹杂着荒诞剧与魔幻色
彩。人世间种种荒谬与丑恶，一幕幕上演，让
观者五味杂陈，也启人深思。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日
前发表文章指出，当全人类受到气候变化、大
流行、裁军等问题困扰时，特朗普政府还要将
世界卷入新的紧张局势的漩涡，无疑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

换个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也有其“贡
献”——帮助世人更加认清美国自私自利的本
性，认清西方制度的缺陷与西式民主的虚伪。

俗话说，病去如抽丝。应当看到，特朗普
主义是美西方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西式民主机器的必然产品，从出炉到喧
闹一时，都符合西式逻辑，因而也不会自动归
入历史的尘埃之中。从7000多万张支持选票
与蜂拥的“勤王军”可以看出，特朗普主义在
美国有其生存的土壤，它对美国社会的撕裂、
美国政治生态的冲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恐不
会戛然而止。

美国一项民调显示，近七成民众赞成新任总统
约瑟夫·拜登的新冠疫情应对举措。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和益普索集团24日发布民
调结果，显示拜登上任几天来，69%的美国人赞成他
的抗疫举措。其中，民主党人97%赞成，共和党人和
独立选民分别有40%和70%赞成。

《国会山》日报报道，拜登在抗疫方面所获支持
率不同于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后者在这一方
面的支持率一直低迷，最高仅55%，出现在去年3月
中旬。

81%的调查对象支持拜登20日就职当天签署的
“百日口罩令”。这项行政令规定人员在所有联邦建
筑内须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他敦促各级地方政
府采取同样措施，呼吁美国民众在20日起的100天
内戴口罩。

就“百日口罩令”，59%的共和党人、99%的民主
党人和83%的独立选民赞成。

拜登在权力交接方面所获支持率为 67%，重拾
新总统上任头几个月支持率“得高分”的传统。特朗
普就职当年打破传统，在权力交接方面所获支持率
仅40%。

这项民调22日至23日展开，以504名成年人为
调查对象，误差范围是正负5个百分点。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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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目睹美利坚之怪现状

俄媒：拜登赢了选举却可能“输掉国家”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发生枪杀事件5人丧生

特朗普弹劾案将在参院开审
美前情报总监称美前情报总监称

特朗普想再次竞选

近七成美民众近七成美民众

赞成拜登抗疫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