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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6日发表长篇声明，
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发起猛
烈攻击，指责后者是“冷酷、阴沉、不苟言笑
的政客”，并称“不能让三流‘领袖来支配我
们的未来”，似乎是将罢免矛头直指麦康奈
尔。

特朗普发起反击
据美联社17日报道，这份长篇声明开头

写道:“有了麦康奈尔这样的政治‘领袖，共和
党永远不会再受到尊重或变得强大。麦康
奈尔执着于现有政策和‘一切照旧，加上他
缺乏政治洞察力、智慧、技巧和个性，使他
迅速从多数党领袖变成少数党领袖，情况
只会变得更糟。”

声明说，“民主党人和查克·舒默（参议
院民主党领袖）将麦康奈尔玩弄于股掌之
间——而且他们想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知
道，我们的‘美国优先议程才是赢家，而不
是麦康奈尔的‘华盛顿政治圈优先议程或
拜登的‘美国最后议程。”

“我们要的是出色、强大、有思想和有
同情心的领导层。”特朗普在声明中说，“如
果共和党参议员要跟他（麦康奈尔）站在同
一阵线，他们就不会再赢得选举。”“这是我
们国家的重要时刻，不能让三流‘领袖来支
配我们的未来！”

特朗普还表示，将凭借他在共和党基
层的庞大号召力，在2022年11月国会中期
选举中向麦康奈尔派系发出挑战。“我会在
必要和适当时候，为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
和‘美国优先政策的党内候选人背书。”

美媒称，特朗普公开炮轰麦康奈尔，反
映出共和党内两名最重量级人物的不和问
题恶化。特朗普在去年11月3日的大选落
败后，麦康奈尔很快便承认拜登胜选，惹来
特朗普不满。此外，参议院本月13日结束
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案审理后，麦康奈尔
公开指责特朗普必须为 1 月 6 日国会遭冲
击事件负“实际和道德上”的责任，也象征
双方不和加剧。

虽然特朗普在弹劾案审理中被判无
罪，但仍面临法律挑战。据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17日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汤普森
16日以特朗普煽动1月6日叛乱、阻碍国会
认证大选结果为由向华盛顿联邦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该诉讼的被告除特朗普外，还
包括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参与暴力
冲击国会事件的“骄傲男孩”等组织。

共和党进退维谷
共和党很尴尬。一方面，特朗普再有

争议也是共和党前总统，得到不少共和党
选民支持，投票弹劾无异于砸自己的饭碗
和票仓。另一方面，百年老党共和党深知
民粹主义的隐患和“特朗普依赖症”的风
险，而给特朗普定罪无疑是化长痛为短痛
的良机。

这样的进退维谷，突出地表现在共和
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身上。他在一再谴
责特朗普对国会骚乱负有责任，表示“弹劾
案的最终表决关乎良心”的同时，最终却给
弹劾投下反对票。

麦康奈尔的理由表现了他作为资深政
客精明的一面：特朗普的言行十分不妥，但
参议院不能审判他，因为宪法不允许前总
统接受弹劾审判——这的确是既能表明建
制派立场，又能避免惹怒共和党选民的理
由。

可是，他漏算了一个关键变量——特
朗普。这位在去年大选中拿下史上第二高
的近7500万张选票的前总统，完全具备胁
迫共和党的政治能量，而且不喜欢按套路
出牌。

于是，尽管麦康奈尔小心翼翼两不得
罪，特朗普仍率先拿他，而非民主党“开
刀”。

美需要第三大党
特朗普的策略显而易见：如果成，共和

党将彻底沦为依附于自己的政治工具；如
果不成，他很可能另组新党，颠覆美国政坛
格局。无论哪个结果，都是共和党难以承
受的。

众多迹象表明，特朗普的大本营基本完
好无损。在国会两院，绝大多数共和党议员
无论想法如何，投票时几乎都站在特朗普一
边。而选择同特朗普决裂的共和党议员，正
面临来自党内和支持者的猛烈抨击。

至于民间，在国会骚乱后，上至前国务
卿鲍威尔，下至众多共和党“铁粉”，已经公
开表示退出共和党——要么觉得共和党已
蜕变为特朗普个人的党，要么觉得共和党对

特朗普的支持还不够。
美国明年将进行国会中期选举，虽然两

党在参议院打成 50 比 50 平手，但相比于暂
时团结一致、士气高涨的民主党，共和党的
处境显而易见。共和党高层未必见得多喜
欢特朗普，但正如参议员格雷厄姆所说：“我
知道特朗普很棘手，但他就是共和党的主
宰。”

本报综合消息

反击，特朗普向麦康奈尔宣战

新华社华盛顿2月17日电（记者谭晶
晶）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
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美国已有超过30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

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儿童
新冠确诊病例。数据显示，截至2月11日，
美国累计报告3033370例儿童确诊病例，约
占新冠确诊病例总数的13%，每10万名儿
童中有4030人感染。

数据显示，在 1 月 28 日至 2 月 11 日的
两周内，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增加超过
21万例。

统计还表明，美国一些州报告的儿童

新冠住院病例占所在州新冠住院病例总数
的1.2%至2.9%不等，儿童新冠死亡病例占
所在州新冠死亡病例总数的 0.25%以下。
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尽相同，大
部分州将儿童年龄界定为0岁至19岁。

美国儿科学会说，目前看来，儿童新
冠重症病例非常少见，但迫切需要收集
更多有关新冠疫情对儿童长期影响的数
据，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受到
的影响。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7日晚间，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781万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过49万例。

新华社柏林2月18日电（记者任珂 张远）慕尼黑安
全会议（慕安会）线上特别会议定于19日举行。联合国、
欧盟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及美德法等国领导人将参会。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参加慕安会的首位美国现任总
统，拜登与德法等欧洲盟国领导人都有意修复过去几年
来受损严重的跨大西洋关系，在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和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以解救“西方缺失”
的局面。然而，美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难
以根除，双方“重修旧好”面临不少障碍。

修复美欧关系
2020年慕安会提出“西方缺失”的说法，主要指西方

共同立场的缺失。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民粹势力抬头，
美国内顾倾向加剧，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美欧之间
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防务开支等诸多问题上分歧加
大。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重新向欧洲盟友抛出橄榄
枝。拜登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慕安会，被舆论普遍解读
为美方高度重视改善对欧关系。欧方也作出积极回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和白宫再次成为朋
友。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拜登通电话时也表达了对双方未
来紧密合作的期待。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欧互释积极信号，但双
方仍无法回避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重大问题上
的矛盾。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后，欧盟在国际上更加强
调欧洲认同，欧洲独立自主的意愿越发强烈，也越来越不
能忍受继续受到美国的支配。美欧之间不仅有政策分
歧，还存在结构性矛盾。双方关系虽然有可能回暖，但要

“重修旧好”还面临不少障碍。
应对全球挑战
慕安会是全球高级决策者和学者就国际重大安全问

题阐述立场、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第57届慕安会原定
于今年2月19日至21日举行，但受新冠疫情影响，会议
主办方宣布推迟举行线下正式会议，先在线上举办一场
特别会议。

此次线上会议将安排多位政要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
言。除拜登外，默克尔、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美国总统气候问
题特使克里和微软创始人盖茨等也将参加。

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是此次慕安会线上会议的另一个
重点议题。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加强疫苗研发
等领域国际合作、汇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挑战，显得尤为
重要。

近来，疫苗公平分配问题备受各界关注。分析人
士预计，此次会议上，疫苗分配问题将成为与会者关
注的焦点议题之一。目前，尽管德国与美国合作研发
的新冠疫苗已在欧洲多国获得紧急使用，但欧盟本土
产能不足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发达国家已陆续开展
大规模疫苗接种，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却依旧无疫苗可
用。世卫组织呼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抗疫工作的支
持，指出平衡疫苗分配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
会的重要责任。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复苏、践行多边主义
等预计也将成为与会者讨论的重点话题。美欧在这些问
题上展示的立场，以及双方采取怎样的行动缩小分歧，将
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7日
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通电话。这是拜
登就任总统以来首次与内塔尼亚胡通电
话。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
友。内塔尼亚胡办公室17日发布一张内塔
尼亚胡满脸笑容接听电话的照片，并发表
声明说，双方谈话“温暖友好”，持续大约1
个小时，内容包括“伊朗威胁”、新冠疫情应
对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谈及长期存在的
个人联系，表示将携手继续强化以美坚定
同盟。”

美联社报道，内塔尼亚胡面临一场艰
难选举，因而积极释放他与美国领导人关
系依旧良好的信号。美国是以色列最密切
盟友，不仅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38亿美
元军事援助，还在大量国际场合为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打掩护”。

内塔尼亚胡2009年上台执政至今，是
以色列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3月23日的
议会选举将是以色列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
选举。民意调查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
利库德集团仍可能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
要争取到足够盟友、拉到组阁所需的至少

61个议会席位，恐怕依旧艰难。
相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对两国领导人

通话的积极表达，拜登说法较为简单。他
17日在总统办公室会议前告诉记者：“我们
谈得不错。”

白宫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拜登致力
于强化美以伙伴关系、支持以色列与阿拉
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双方谈及伊朗问题，
拜登重申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性。

涉及中东政策，上届美国政府于2017
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
把驻以使馆搬至耶路撒冷，引发国际社会
反对；2018 年 5 月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触
发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4个阿拉伯
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相关协议
遭巴勒斯坦各方反对。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
内伊7日说，只有当美国切实取消对伊制裁
并经伊方核实确认后，伊方才能重新遵守
伊核协议。美国媒体同日播出拜登受访视
频，拜登称美国不会为了与伊朗谈判而先
解除对伊制裁。

新华社特稿

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7日说，大约三分之一美军人员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国防部官员杰夫·塔利亚费罗在国会听证会上
说，基于“早期数据”，美军新冠疫苗“接受率约三分之
二”。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告诉媒体记者，军方数据
“基本反映美国社会疫苗接受率”。截至目前，美军已经
接种超过91.65万剂疫苗，本周结束前，将有超过100万名
军人接种疫苗。

柯比指出，由于新冠疫苗在美国仅获批紧急使用，无
法强制要求军人和军属接种。按照他的说法，美国国防
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已经接种疫苗，奥斯汀希望国防部工
作人员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最好且最明智的决
定”。

美国白宫5日宣布，奥斯汀批准部署1000多名军人，
协助各州接种新冠疫苗。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1 日
说，政府已经增购2亿剂新冠疫苗，但从上届政府接手的
疫苗接种项目“远比想象的糟”。 新华社特稿

2月17日，人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排队等待为丙烷罐充气。
近日，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遭遇冬季风暴，超过400万用户遭遇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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