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企业为保形象
纷纷“划清界限”

对部分共和党议员
暂停提供政治捐款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国会骚乱引发的社

会震荡仍在持续，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企业为
维护自身形象，与部分共和党议员作切割，宣

布暂停向他们提供政治捐款。
全球最大酒店管理企业万豪集团 10日

说，将暂停向不愿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国会议
员捐款。摩根大通公司说，其政治行动委员会

今后 6个月将停止一切政治捐款。花旗银行集

团则表示，今年第一季度有意暂停政治捐款。
在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过程中，147

名共和党议员支持特朗普挑战总统选举结
果，占国会全部共和党议员大约三分之二。这

些共和党议员中，有一部分人已被指控参与
制造骚乱。截至 11日晚，脸书、微软、谷歌、亚

马逊、爱彼迎、福特汽车、通用电气、美国航
空、可口可乐、美国电话电报、康卡斯特、美国

运通银行、高盛集团、万事达卡、思科系统、百
思买等众多行业巨头表态，考虑暂停或已经

决定暂停对某些共和党议员的政治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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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1

日电 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
发生后，定于 1月 20日举行

的美国当选总统就职典礼的
安全问题引发联邦和地方当

局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宣布，首都华盛顿特区进

入紧急状态。

白宫声明说，紧急状态
将持续至 24日，并授权美国

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
署“调动和提供必要设备和

资源”，协调并帮助总统就职
典礼前后的联邦和地方安保

工作。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联

邦调查局警告说，从 16日至
就职典礼前，全美 50州首府

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
抗议活动，美国国会和各州

州议会可能是主要目标。
11 日辞职的美国国土

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表
示，由于“安全形势不断演

变”，他在辞职前数小时已下
令将针对总统就职典礼的特别安保措施提前

6天启动，即从 19日提前至 13日。
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 11

日宣布，到 16日，华盛顿特区将部署至少一
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他表示，还可能向一些

州增派 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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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内阁支持率跌至四成
去年9?成立以来首次低于不支持率

    新华社东京 1月 12日电 日本广播协

会 12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菅义伟
内阁支持率为 40％，不支持率为 41％。这是

菅义伟内阁自去年 9月成立以来支持率首
次低于不支持率。

日本广播协会自本月 9日开始进行为
期 3天的民意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菅义伟

内阁支持率比上月调查时下降了 2个百分

点，而不支持率上升了 5个百分点。不支持

的主要理由包括没有执行力、对政策不抱期

待以及人品无法让人信赖等。
关于新冠疫情，有 87％的受访者对自

己和家人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感到不安，另有
41％的受访者对政府实施的新冠疫情相关

政策表示不太满意。
目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仍然以

37.8％高居首位，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

支持率为 6.6％。

美称伊朗是“基地”新总部
伊朗外长驳斥蓬佩奥“好战谎言”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2日电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12日称伊朗与恐怖组织“基地”组织有
关联，伊朗外长扎里夫随即予以驳斥。

蓬佩奥当天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全国记
者协会发表讲话，称伊朗情报部门和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为“基地”组织活动提供便利，“伊
朗是‘基地’组织的新总部”。

针对蓬佩奥的讲话，伊朗外长扎里夫随即

予以驳斥。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所有

参与“9·11”袭击的恐怖分子均来自蓬佩奥“特

别中意的中东目的地”，没有一人来自伊朗。
“蓬佩奥正以更多的好战谎言悲惨地结束其灾

难般的职业生涯。”
近年来，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美国

政府 2018年 5月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伊

朗 2019年 5月以来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但同时承诺其所采取的措施“可逆”。

特朗普暂避风头
国会的怒火正烧向白宫，除了民主党

人在步步紧逼，共和党内也在背弃特朗普：

曾在 2016年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公开指责特朗

普煽动暴力的言行足以被弹劾，要求共和
党议员“按良心投票”；好莱坞影星、曾代表

共和党在“深蓝”的加州拿下州长宝座的施

瓦辛格厉声指责特朗普“将作为最糟糕的
总统载入史册”；共和党资深政客、前国务

卿鲍威尔宣布退出共和党；美国国土安全
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 11日辞职，成为

美国国会暴力冲击事件后辞职的第三位政
府成员。

此时，特朗普却选择前往得克萨斯州
考察美墨边境墙。他当然不是为了看风景

去的，相比于民主党势头正盛的华盛顿，被
称为共和党铁杆票仓的“深红州”得克萨斯

更容易给他日渐稀缺的安全感。
在登机前，特朗普自国会暴乱事件后

首次公开露面。他否认自己需为支持者闯
入国会事件负责，还表示相关弹劾对美国

“很危险”，是“政治史上最大‘猎巫’行动的
延续”。

同时，边境墙是特朗普备受争议、却深
得支持者赞同的移民政策的象征。特朗普

此行借机邀功，缓解压力的意味明显。更加
别有深意的是，阿拉莫并非寂寂无名之地。

1836 年 2 月，200 名得克萨斯民兵在面对
超过 3000人的墨西哥军队时战到了最后

一刻，史称阿拉莫之战。这被美国人认为是
勇气和牺牲精神的象征。可见，特朗普的

“内心戏”应该是相当丰富。

佩洛西急不可耐
在启程前往得克萨斯之前，特朗普与副

总统彭斯见了一面，这是国会骚乱后两人的

首次会面。连日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直
施压彭斯，要求后者援引宪法第 25条修正

案迫使总统停职。尽管彭斯与特朗普的裂痕
越来越大，但彭斯并未打算“落井下石”。

当地时间 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

以 222票赞成、20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
决议，要求彭斯罢免总统特朗普。12日晚，

彭斯表示，他不会启动美国宪法第 25条修
正案将总统特朗普免职，他表示，“不认为这

样的行动符合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
一心“倒特”的佩洛西当然很着急。10

日，佩洛西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
闻节目《60分钟》中高调展示了自己在国会

暴乱中一片狼藉的办公室，还表示暴力分
子在闯入办公室后寻找自己。

佩洛西原本寄望于彭斯，但彭斯不启
动罢免特朗普的程序，即便众议院通过弹

劾案，休会至 1月 19日的参议院也肯定没
有足够时间在 1月 20日总统权力交接前

进行审定。何况，审定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
的议员投下赞成票，而改选后的参议院民

主党只占有微弱优势。

时间不等人。民主党 11日已向国会众
议院正式提交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

案，指责特朗普“煽动叛乱”“严重危害美国
及其政府机构的安全，威胁民主制度的完

整性，干涉权力的和平过渡”，宣布最早于
13日就弹劾决议投票。

尽管据美媒报道，一些共和党议员也

在考虑投下赞成票。但弹劾的难度可想而
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弹劾更像是一种政

治姿态的宣示，也是对特朗普的羞辱。

美国“大片”未结束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

分析，民主党此举是要彻底打压特朗普，迫

使部分共和党人与特朗普切割，既打压共和
党势力，又阻断特朗普再度崛起的可能，以便

民主党长期执政，按自己的理念重塑美国。
根据美国宪法，即便特朗普 1月 20日

交权下台，国会仍可对其审议定罪。一旦特

朗普被定罪，参议院有权剥夺其在未来担
任公职的权利，且只需简单多数通过即可。

但沈丁立强调，虽然形势暂时对民主党有

利，佩洛西却并非稳操胜局。
一方面，特朗普似乎有意“以退为进”，

通过要求全美 13日降半旗向国会暴乱中
遇难的警察致哀，以及批准华盛顿进入紧

急状态，尤其是与彭斯修好关系，来稳住共
和党内的不满力量。另一方面，特朗普虽然

谴责冲击国会的暴徒，但这并没有影响到

7000多万铁杆粉丝对他的支持。沈丁立认
为，部分特朗普支持者会进行反思，但主体

仍会坚定支持特朗普。
对此，国会两党议员也并非没有顾虑。

一旦弹劾导致社会形势进一步混乱，麻烦
最终还是拜登的。民主党内部基于这些顾

虑，也没有就弹劾案达成完全一致。部分议
员希望拜登出面叫停弹劾程序，不过，拜登

表示此事取决于国会。
“这就是美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主播唐·莱蒙在报道国会骚乱后，这
样无奈评论。历史永远没有剧本，“勤王”与

“擒王”大戏现在看来都还没有结束。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擒王”大戏渐入高潮 众议院即将投票弹劾

特朗普“逃离”首都躲到“深红州”

当地时间11
日，美国众议院以
特朗普“煽动叛
乱”为由，宣布最
早于13日就弹劾
决议投票。12日，
特朗普在国会暴
乱事件后首次公
开露面，否认需为
该事件负责，而此
前有消息称特朗
普已私下承认“负
部分责任”。

在特朗普任
期仅剩一周之际，
不仅将创下美国
总统在一个任期
内两度遭到弹劾
的历史，华盛顿的
政治交锋还会再
度升级。

但值此危机
时刻，特朗普竟
“逃离”华盛顿，远
遁“深红州”得克
萨斯的阿拉
莫去了。

■ 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州考察美墨边境墙 本版图片 GJ

荩 特朗普的支持者仍

计划继续发动武装抗
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