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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月20日就职以来，签署行政命令成了美
国总统拜登的主要工作。上任前3天，拜登就签
署了30项行政命令，这打破了美国新任总统的
历史纪录，目前这项纪录还在继续被打破。

拜登之所以忙这件事，是因为总统行政命令
是清除特朗普政策的“快捷方式”。另一个“快捷
方式”是撤换特朗普时期聘用的行政官员。这几
天，白宫疫苗负责人、美国之音正副台长、美国劳
动关系委员会总法律顾问等人均遭解职。

一手签总统行政命令，另一手撤换特朗普时
期的旧人，拜登一点没打瞌睡。

由此也可见他清除特朗普时期的抗疫政策、
移民政策、美国优先等“余毒”的急迫心情。但有
三件事，拜登并没有打算当作“特朗普余毒”清
除。

““买美国货买美国货””政策没有变政策没有变

2017年4月，特朗普在上台3个月后，签署了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总统行政命令，要求联
邦各部门、机构在政府采购中尽可能选择美国国
产货，并重新评估美国给予贸易伙伴的豁免或例
外，评估美国在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和其他
贸易协定中的参与情况。

特朗普的“买美国货”政策与美国贸易制度
及签署的国际条约存在不少冲突，过去4年特朗
普政府一直没有清除掉制度障碍。原本特朗普
打算在第二任期内解决这件事，没承想未能如愿
连任。

但现在拜登打算完成特朗普的夙愿。
媒体报道称，拜登于当地时间1月25日签署

一项行政命令《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
制造的行政令》，旨在敦促联邦机构增加对美国
产品和服务的采购。

新政策将包括收紧政府采购规则，使联邦机
构更难购买进口产品，修改“美国制造”产品定
义，并提高对产品本地成分的要求。

根据拜登竞选前的承诺，在基础建设、车辆
和其他设备的购买上，联邦政府将优先选择美国
货。

特朗普提出“买美国货”时，就曾引发世贸组
织和美国的西方贸易伙伴的反弹。拜登的“买美
国货”政策也可能引发类似的风波。因为操作起
来极易引发争议。比如，原材料、分工协作该如
何认定是不是美国货，就会纠缠不清。

拜登的外交起手式没有变拜登的外交起手式没有变

拜登上台后前三天，打了三通国际长途。22
日，拜登致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讨论了包括新
冠疫情防控在内的诸多内容。白宫声明说，两国
领导人打算一个月内再次谈话。

同日，拜登致电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
多尔，讨论了移民和防疫。奥夫拉多尔在推特上
说，拜登和他通电话的气氛“友好而礼貌”。

23日，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了电话。英
国首相府的声明说，约翰逊与拜登讨论了“我们
两国可能达成的自贸协定所带来的好处”，白宫
的声明则没有提及两人讨论贸易问题，只说他们
讨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抗击新冠疫情以及确保全
球卫生安全问题。

特鲁多是拜登致电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奥

夫拉多尔是拜登致电的第一位拉美领导人，约翰
逊是拜登致电的第一位欧洲领导人。而据美国
媒体报道，拜登近期还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等盟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

从拜登的“电话外交”顺序看，他的外交起手
式仍然将从邻国和盟国那里展开。这与特朗普
的外交起手式并无不同。特别对于亚太地区的
盟国，从拜登的外交团队人事任命中，已透露出
将延续前任政策的端倪。

到西太平洋刷存在感的计划没有变到西太平洋刷存在感的计划没有变

拜登于去年11月当选后，外界曾经判断，他
可能采取先内政、后外交，先经济、后军事的执政
方针。换句话说，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事务上可
能会先收敛一阵。

然而拜登提名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
听证会上的发言表明并非如此。美国在中东、东
亚等地区仍将沿袭特朗普时期的很多政策。比
如，布林肯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继续留在耶
路撒冷。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策，曾经引发巴勒
斯坦的强烈抗议。

此外，美国将继续执行特朗普时期的美英航
母战斗群联合行动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曾表
示，美英航母战斗群预计将在地中海、印度洋和
太平洋海域执行任务。有媒体透露，美英航母战
斗群将“不远万里”来西太平洋刷存在感，还可能
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联合演习。

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作出一些判断了：拜登
上台时间虽短，但所求是美国内政政策的“变”以
及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不变”。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月24日报
道，特朗普对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凯莉·
沃德的竞选连任表达了“完全支持”，使她
以微弱优势获胜。

报道称，这是特朗普在去年大选失败
后为了维持政治影响力而赢得的第一场胜
利。

据熟悉特朗普计划的人士称，特朗普
最近几周一直在考虑成立名为“爱国者党”
的第三政党的想法，同时指示他的助手准
备在选举中挑战那些曾经在他任期末尾反
对过他的共和党人，包括众议员莉兹·切
尼、佐治亚州州长布赖恩·肯普、参议员莉
萨·穆尔科斯基等。

特朗普圈子中的很多人说，特朗普已
经表示，威胁成立第三党使他获得了筹码，
可以阻止共和党参议员在弹劾审判中投票
赞成给他定罪。特朗普的顾问们还说，他
们计划在特朗普准备打击的议员的选区招
募反对派参选人，并在下周发起投票。他
们说，特朗普已经筹集了超过7000万美元
用于这些政治行动。

报道称，这种导致分裂的选战前景可
能会扩大共和党内的裂痕，并且为华盛顿
的共和党领导人敲响警钟。他们一直在公
开恳求不要再发生任何新内讧。

报道还称，共和党内相互敌对派别间
的中心问题是，共和党是应当继续以忠于
特朗普为中心组织起来，还是应当在未来
几年组建一个更广泛的联盟，既欢迎特朗
普最狂热的支持者，也接纳那些批评者。

报道指出，尽管存在党内冲突，共和党
选民仍然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最近的民
调显示，60%的共和党选民认为该党应跟随
特朗普的领导继续前进，而不是另选新路。

支持特朗普的新当选共和党众议员玛
乔丽·格林在推特上说：“共和党需要听取
这个警告，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志愿者和捐
赠者不再忠于共和党及其参选人，他们现
在忠于特朗普。”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美联社华盛顿1月24日报道，众议院民主
党人希望共和党方面在1月6日暴动后对特朗普
的严厉谴责会转化为对其定罪，以及另行投票阻
止特朗普再任公职。但自那次暴动以来，共和党
的热情似乎逐渐冷却下来。鉴于特朗普的总统
任期已结束，将担任审判陪审员的共和党籍参议
员们正团结起来为特朗普进行司法辩护，正如他
们在去年首次弹劾审判期间的所为。

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说：“我认为这
场审判是愚蠢的，那会适得其反。”他还说：“我一
旦有机会投票结束这场审判，我就会去做。”因为
他认为，审判对国家不利，还会进一步加剧党派
分歧。

报道称，参议院将于2月8日那一周启动审

判辩论。两党领袖同意短期延后辩论，以便给特
朗普团队和众议院检察官们准备的时间。民主
党人表示，推后几天可收集更多有关特朗普支持
者暴动的证据。共和党人则希望为特朗普制订
统一的辩护方案。

报道指出，共和党方面表明，很多参议员最
终会投票认定特朗普无罪。民主党需获得17名
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方可给特朗普定罪。这是个
很高的门槛。

另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1月24日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周日围绕对特朗普进行弹劾审判
是否明智的问题提出了相矛盾的观点。

报道称，参议院共和党人大多避免批评特朗
普据称煽动民众的做法，并表示他们更倾向于不

去评判一位前总统——这位前总统统率着一众
高度忠诚的共和党选民拥趸。

报道指出，许多共和党参议员试图证明，审
判现已是普通百姓的特朗普将违宪。但是，参议
员罗姆尼说：“我认为必须认识到问责、真相和正
义的必要性。”

而鲁比奥说，参议院的审判会引发太多分
歧。他说：“我认为审判很愚蠢。这个国家已经
燃起了熊熊大火，而这就像是火上浇油。”

其他共和党参议员也试图表明，考虑到特朗
普已经离任，审判毫无意义。参议员迈克·朗兹
在媒体节目中称弹劾特朗普是“一个无关紧要的
问题”。他说：“我们宁愿去做其他事情。”

本报综合消息

美国五角大楼官员25日说，数以千计
国民警卫队员将驻守首都华盛顿至3月中
旬，应对持续的威胁。

代理陆军部长约翰·惠特利说，华盛顿
今后几周“数场”活动可能伴随安全风险。
按照他的说法，安全官员担心“恶意破坏分
子”可能利用示威活动。

截至当天，大约1.3万名国民警卫队员
仍驻守华盛顿。惠特利说，协助首都安保
的国民警卫队本月底将减少至大约 7000
人，3月中旬减至大约5000人。

“我们的部队严阵以待，以便在那些威
胁出现时予以应对。”惠特利没有具体指明
有哪些威胁，称相关信息来源于联邦调查
局。

本月6日，美国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迫使参众两院
认证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当选总统的联
席会议中断。一些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
与警方发生冲突，一名国会警察和4名示威
者死亡。

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13日表决通过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
乱”。参议院对弹劾条款的审理定于2月8
日起的这一周开始。美国政府担心，在那
之前可能出现更多暴力事件。

国会遭暴力冲击促使军方把部署在华
盛顿的国民警卫队员从数百人增至 2.5 万
人，确保20日总统就职典礼安全进行。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1月25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
梅）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25日把指控美国
前总统特朗普“煽动叛乱”的弹劾案送交参议院
接受审理。

由众议院多位民主党人组成的特朗普弹劾
案“管理人”团队即控方当天傍晚正式将弹劾条
款文件送至参议院议事厅，“管理人”代表随后宣
读了弹劾条款内容。

参议院 100 名成员定于 26 日宣誓并组成
陪审团，启动特朗普弹劾案审理程序。审理将
由参议院临时议长、民主党人帕特里克·莱希
主持。

按照民主、共和两党此前达成的协议，正式
审理最快于2月8日开始。参议院将在接下来两
周时间里重点审议和批准新任总统拜登的内阁
提名人选等，同时给特朗普更多时间组建律师团
队和准备辩护。

美国国防部官员 25 日说，数千名国民警
卫队队员将继续部署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直至 3 月中旬，以防弹劾案审理期间发生暴力
事件。

1月6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突破警察封锁，
强行闯入国会大厦，正在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认
证过程被迫中断。混乱和暴力造成5人死亡、数
十人受伤。在国会骚乱前，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
体上呼吁各地支持者赴华盛顿抗议，并在6日早
些时候在白宫外的示威集会上发表讲话。

众议院于1月13日表决通过一项针对特朗
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全部222名
民主党人和10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当时距

特朗普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仅剩一周，他也成为美
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有权以“叛国、贿赂或其
他重大罪行和不检行为”为由弹劾总统等联邦政
府人员，并审理相关弹劾案。众议院掌握弹劾
权，参议院则控制审理权。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

至少须简单多数支持，但给被弹劾人定罪须至少
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在
参议院各掌控50个席位。

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9年12月首次弹劾特
朗普，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参议院在审
理后否决了弹劾。

11月月2525日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由众议院多位民主党人组成的特朗普由众议院多位民主党人组成的特朗普
弹劾案弹劾案““管理人管理人””团队正在将弹劾条款文件送至参议院议事厅团队正在将弹劾条款文件送至参议院议事厅。。新华社发新华社发（（亚伦摄亚伦摄））

拜登已开始清除“特朗普余毒”

共和党多人反对审判 特朗普被定罪可能性变小

特朗普弹劾案被送交美国会参议院特朗普弹劾案被送交美国会参议院

威胁持续

美国民警卫队留守华盛顿

特朗普扬言成立新政党，

要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