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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短波

美国国会众议院13日表决通过针对
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
乱”，这距离他卸任仅剩一周。特朗普成
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美国舆论认为，再度遭弹劾重创特朗
普的形象和影响力，但弹劾也是一把“双
刃剑”，将进一步激化民主、共和两党之间
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国会众议院 13 日下午以 232 票赞
成、197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弹劾条
款，众议院全体民主党人以及 10名共和
党人投了赞成票。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
“煽动叛乱”“干扰权力和平过渡”“严重
危及美国及其政府机构的安全”等。

6日发生的国会骚乱事件造成5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被舆论称为美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此后，众议院民
主党人于11日正式提交弹劾条款草案。

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遭众议院弹
劾。这一次，弹劾条款从被提出到众议
院表决通过仅用时两天，大幅刷新过往

纪录。美国媒体认为，这体现出民主党
人对特朗普指控的严重性，而众议院投
票结果则再次凸显党派对立的尖锐性。

根据美国宪法，接下来，特朗普弹劾
案将由参议院负责审理，其未来走向存
在三大疑问。

一是时间问题。目前距离特朗普 1
月 20日卸任、当选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仅
剩一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
麦康奈尔 13日表示，在权力交接前如此
短的时间里无法完成“公平严肃的审
理”，参议院也不会为审理弹劾案而提前
复会。这意味着，参议院要在拜登上台
后才会审理弹劾案。

二是票数问题。根据美国宪法，给被
弹劾人定罪需要 100名参议员中至少三
分之二的人支持。即使在民主党保持团
结的情况下，还需要至少 17名共和党籍
参议员倒戈，才能给特朗普定罪。美国历
史上，还从未有总统弹劾案在参议院获得
通过。麦康奈尔在一封致参议院共和党
人的信中说，他打算在弹劾案审理时听取
双方辩论，目前尚未就自己如何投票做出
最终决定。美国媒体认为，麦康奈尔如何
投票将是一个重要风向标。

三是定罪问题。特朗普若在卸任前
被定罪，那么将直接被免职；若卸任后被
定罪，据美国法律人士说，特朗普也将失
去卸任总统可以享受的一些权利。此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律分析师埃利·霍
尼格说，若特朗普被定罪，参议院还可能
会再进行表决，以禁止他未来担任公职。
这意味着，特朗普将无法再度竞选总统，
这对未来 4年共和党党内竞争以及两党
之间的斗争都将产生实质性影响。

过去 4年，美国党派恶斗成为政坛
“主旋律”，社会撕裂也愈演愈烈。但是，
特朗普在共和党以及保守派选民中的影
响力仍不可小觑。从众议院对弹劾条款
的表决看，共和党人仍整体保持团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项最新民调显
示，85%的共和党受访者反对弹劾特朗
普，认为这会在美国制造更多裂痕。

美国长期深陷党争，贫富分化严
重，种族矛盾深重。分析人士指出，弹
劾特朗普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这些问题，
反而可能进一步激怒其支持者，导致矛
盾升级。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3日电 记

者孙丁、徐剑梅、邓仙来）

特朗普被控“煽动叛乱” 弹劾“双刃剑”激化党争

14 日上午，位于金边毛泽东大道
156号的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院里彩旗
迎风招展，气氛喜庆热烈，柬埔寨太后莫
尼列应邀与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共
同为中柬友谊园落成剪彩。

中柬友谊园面积不大，两棵郁郁葱
葱的芒果树意义非凡。这是 1967年 7月
19 日西哈努克太皇和莫尼列太后向中
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赠送的礼物。两棵芒
果树历经风雨，茁壮成长，结出累累硕
果，是中柬友谊的美好象征。
“为缅怀西哈努克太皇为缔造中柬

友谊作出的丰功伟绩，让更多人、特别是
青年一代了解并传承好中柬传统友谊，
中国驻柬使馆依托这两棵芒果树建成中
柬友谊园。”王文天说。

莫尼列太后说，很高兴应邀来中国
驻柬使馆，为中柬友谊园落成剪彩。“西
哈努克太皇和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授予我‘友
谊勋章’，我深受感动。这份至高无上的

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于全体柬埔寨人
民。今天看到当年太皇和我一同赠送给
中国使馆的芒果树生机勃勃，枝繁叶茂，
硕果累累，我感到无比高兴。衷心感谢
历届使馆工作人员的精心维护。我本人
和柬埔寨王室将继续为深化柬中友谊作
出努力。”

王文天代表使馆全体馆员衷心感谢
莫尼列太后拨冗访问大使馆并亲自为友
谊园剪彩，再次热烈祝贺莫尼列太后陛
下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他
表示，历经五十多载风雨洗礼，这两棵芒
果树依然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恰如中
柬友谊一般，经受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
的考验，历久弥坚。

生机勃勃的芒果树前，在阿龙拉斯
美公主、副首相贡桑奥、中国驻柬使馆政
务参赞左文星等人的注目下，莫尼列太
后和王文天共同为中柬友谊园剪彩。

手执彩带，莫尼列太后情不自禁脱
口而出一句中文：“中柬友谊万岁！”

这句深情的话语，引起现场热烈的
掌声。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王文天说，

正是由于当年西哈努克太皇与中国老
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了中柬友谊，中
柬两国才能成为今天的“铁杆”朋友和
命运共同体。今天太后陛下亲临剪
彩，为友谊园赋予更深、更丰富的内
涵。驻柬使馆将继续精心照料好这两
棵芒果树，并将在友谊园内培育新的
果苗，让象征中柬友谊的芒果树生生
不息，世代传承。

莫尼列太后说：“正如西哈努克太皇
创作的歌曲《啊中国，我可爱的第二故
乡》所写，中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来到
中国驻柬使馆，我感觉非常亲切。”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就是您在金

边的第二个家，”王文天对莫尼列太后
说，“欢迎您常回来看看！”
（新华社金边1月14日电 记者毛

鹏飞）

中柬友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记柬埔寨太后莫尼列为中柬友谊园剪彩

联合国维和部队说击退

进攻中非首都的武装组织

据新华社雅温得 1月 13日电

（记者乔本孝）班吉消息：联合国中非
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
团）13 日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维和部
队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军当天联合击退
了进攻中非首都班吉的武装组织。

中非稳定团在声明中说，本次交
战中，维和部队和中非政府军消灭和
俘虏了部分武装分子，还缴获了部分
武器。1名维和士兵牺牲。声明谴责
发动袭击的武装组织，以及作为武装
组织政治同盟的中非前总统博齐泽。

俄土总统讨论

纳卡地区局势等问题

据新华社莫斯科 1月 13日电

（记者张骁）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与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讨论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局势等问题。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公
报，普京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俄罗斯、阿
塞拜疆、亚美尼亚领导人 11日在莫斯
科举行会谈的成果。普京说，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同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
化、双方协作建设和平生活、恢复双边
经贸和运输是三方会谈达成的主要成
果。埃尔多安表示，土方支持俄方为
解决纳卡地区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愿
继续与俄方协调行动。

公报说，普京和埃尔多安在通话
中谈到俄土在纳卡地区建立停火联合
监控中心的一些问题，还讨论了扩大
双边贸易额、重要领域合作、抗击新冠
疫情及联合生产疫苗等。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对疫苗
翘首以盼。在各方携手推动下，中国
新冠疫苗研发工作跑出“加速度”。目
前，中国疫苗已被证实在安全性和有
效性等方面表现良好，多个国家和地
区已批准中国新冠疫苗注册上市或紧
急使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与中方达
成了疫苗采购协议。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13日在雅加
达总统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
来福新冠疫苗，并通过电视直播展示
了自己接种疫苗的过程。印尼药品食
品监督管理局本月 11日宣布，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已在印尼万隆市完成了Ⅲ
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于世界卫生组
织规定的 50%门槛，给予这款疫苗紧急
使用许可。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 13日接种中
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科贾当
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疫苗是
安全的，土耳其全国医护工作者将从
14日起开始接种中国疫苗。土耳其药
品和医疗设备局当天发布公告，批准
紧急使用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这是土耳其批准紧急使用的首款新冠
疫苗。

阿尔及利亚政府发言人阿马尔·
贝尔希摩尔 13日表示，阿 1月底将从
中国进口一批新冠疫苗。

塞内加尔卫生部 13日凌晨通过其
社交媒体账号宣布，正同中国政府接
洽，预计购入 20万剂疫苗，以确保塞内
加尔能顺利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马来西亚国有大型制药企业发马
公司 12 日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新冠
疫苗合作协议。科兴公司将逐步向马
来西亚提供 1400 万剂新冠疫苗半成
品，与发马公司合作在马来西亚完成
疫苗最终生产。马来西亚科学、工艺
和创新部长哈伊里·贾迈勒丁在签约
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马政府
对科兴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感到满
意，将在近期与科兴和发马签署疫苗
采购协议，希望马药品监管部门尽快
批准使用。

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 7

日宣布，巴西联邦政府已与圣保罗州
布坦坦研究所签订协议，计划购买 1亿
剂由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克尔来福新
冠疫苗。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和布坦坦
研究所 2020年 12月 23日宣布，克尔来
福新冠疫苗具备有效性。

秘鲁总统萨加斯蒂 6日在向全国
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秘鲁已与中国
国药集团达成购买该集团生产的新冠
灭活疫苗协议，首批 100万剂疫苗将于
1月底抵达秘鲁。萨加斯蒂日前在接
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国药集
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是安全的，必
要时他会接种中国疫苗。

泰国卫生部 3日发表公报说，泰国
政府已与中国科兴公司签署新冠疫苗
订购协议，采购200万剂新冠疫苗。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
耶德 2日表示，埃及正式批准在埃紧急
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中
国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
科学认证。埃及医生联合会秘书长乌
萨马·阿卜杜勒-哈伊 2020 年 12月 28
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产的灭活新冠疫苗使用了传统技术，
生产工艺较成熟，安全性、可信度较
高，易于使用。

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网站 2020年
12月 30日发布的消息，乌卫生部与中
国科兴公司签署了新冠疫苗采购合
同，中方将向乌方提供 191万剂科兴公
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巴林国家卫生监督管理局 2020年
12月 13日宣布，正式批准中国国药集
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巴林注册上
市。此项决定是基于该疫苗在数国进
行的临床试验数据及多家权威机构的
审查和评估做出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和预防部
2020 年 12 月 9日宣布，给予由中国国
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正式注
册。卫生和预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对Ⅲ期临床试验的分析表明，该灭活
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为
86%。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上图：1月13日，土耳其卫生部长

科贾（左）在安卡拉接种疫苗。当日，

科贾接种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

苗，并向民众进行了现场电视直播。

同时接种中国疫苗的还有土耳其应对

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成员。

新华社发

翘首以盼中，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工作跑出“加速度”—

多国青睐中国新冠疫苗

本报贝鲁特1月13日电 刘雄马、

庄小好报道：1月 13日下午，应联黎部队
邀请，中国第 19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
兵分队通过视频会议，向任务区出兵国
一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分享疫情防控经验
措施，以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确保各
分队顺利遂行任务。

视频会议上，我维和建筑工兵分队
结合自身担负的任务、训练及生活实际，
区分营区内管理、营区外管理、外出人员
管理和访客管理等 4个部分进行介绍，

包括分级分区防控、日常消杀、官兵体温
实时监测、外出人员和车辆消毒等 30余
项防疫措施规定。为了让维和友军更进
一步了解分队防疫经验，会议还设置了
问答环节。联黎部队医疗处处长拉尼·
纳亚尔听完介绍深有感触地说：“你们的
疫情防控措施很棒，很有启发性。”
“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够确保维

和部队安全稳定。”该分队作战勤务保障
连指导员穆宇介绍，为了进一步强化防
疫措施，减少官兵执行任务期间的对外

接触，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他们立足
任务需求和现实条件，建造了集住宿、做
饭、洗浴、如厕、供电和烘干等功能于一
体的“伴随式”生活保障方舱，机动保障
官兵外出执行任务。“有了方舱后，分队
官兵即便是在外执行距离较远的维和任
务，也能够降低感染风险。”

该分队平面建筑连连长蒙卓霖说，
目前分队已高标准完成“蓝线”巡逻、道
路修缮、友军营区防卫工程维护等 16项
工程任务和 13项临时任务。

我赴黎维和分队向联黎部队分享防疫经验

1月 12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西南部一所阿富汗难民营学校的学生领

取爱心物资。当日，收到来自校方的求助后，中巴青年交流小组的志愿者们

筹集资金，为难民营学校的 220名师生送去了大米和毛衣等急需物资。从

去年新冠疫情在巴基斯坦暴发至今，他们已陆续和校方开展了多次物资捐

赠和文化交流活动。

新华社发

近日，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的举动使得伊核问题

更加敏感和复杂化。伊朗政府发言人1月4日表示，

伊朗已开始把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几天后，伊朗

原子能组织发言人也声称，伊朗可以“容易地”将浓缩

铀丰度提高至90%。这是伊朗自2019年5月宣布中

止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部分条款后，第二次提升

浓缩铀丰度。此举不仅超过伊核协议规定的3.67%的

丰度，达到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民用级浓缩铀丰度

最高为20%的上限，而且意味着伊朗核技术研发实现

较大突破，将引发各方新较量。

提升浓缩铀丰度至20%，是伊朗《反制裁战略法

案》的内容之一。该法案于去年12月初由伊朗宪法

监护委员会批准通过，旨在“解锁”并复兴伊朗的核工

业，加速核研发进程，进而用于对抗西方国家的制

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阿

穆伊曾在该法案通过后表示，“伊朗必须让西方国家

改变错误的想法，即对伊朗人民实施制裁不但代价高

昂，暗杀伊朗科学家也要付出很大成本”。事实上，自

一年前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国暗杀后，伊朗便加速

了核研发进程，因此有评论认为，此时宣布提高浓缩

铀丰度是纪念苏莱曼尼遭袭身亡一周年的一种方式。

从美伊关系看，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给未来美

伊对话设置了新的障碍，也预留了伸缩空间。美国当

选总统拜登曾多次表示，美国将在伊朗遵守伊核协议

的前提下重回该协议。因此，拜登将很可能改变美现

任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极限施压”的策略，转而谋求

与伊朗的战略对话。伊朗在拜登上台前做出此举，无

疑是希望在未来美国重回伊核协议及取消对伊制裁

的谈判中获取更多筹码。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重回

伊核协议的前提条件是伊朗遵守伊核协议，即停止核

研发活动，重新将浓缩铀丰度降低至3.67%。

从伊朗与欧洲及中东国家的关系看，伊朗提升浓

缩铀丰度，将使自己的战略形势更加复杂。欧洲国家

视伊核协议为解决伊核问题的关键文件，因此尽管欧

洲国家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该协议，谴责其对伊朗的

制裁，但如果伊朗过分强调核研发的进程和野心、继

续提升浓缩铀丰度至武器级，则必将激怒欧洲，引发

欧洲国家和伊朗关系的恶化。而在沙特、阿联酋和以

色列等中东国家看来，伊朗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安全威

胁，伊朗加快核研发进程，使这些国家忧心忡忡，甚至

可能会向伊朗直接发动攻击，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从伊朗国内看，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将进一步提升强硬保守派的影响力。去

年2月，伊朗举行第11届议会选举，保守派以压倒性优势获大多数席位，意味着其影

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不同于改革派倾向于通过与美国和欧洲对话、放弃核武器研

发，以获得经济和社会发展机遇，保守派在伊核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在保守派看

来，美国对伊朗的敌对状态不可改变，伊朗只有加速核研发进程，并以此在谈判中迫

使美国做出让步，才是唯一的出路。2021年伊朗将迎来总统选举，保守派把推动

《反制裁战略法案》的实施作为其重要的竞选策略。

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给近来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的局面增加了新的不

确定因素。伊朗是否有能力理性应对这一由美国单边主义引发的复杂局面，将影

响着局势究竟是走向缓和，还是引发更大的外交和安全危机。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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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军方与恐怖分子交火

致5人死亡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14日电

（记者李浩）巴基斯坦军方 14 日说，
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北部北瓦济里
斯坦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并与恐怖分
子交火，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3名
巴军士兵身亡。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天发表声
明说，巴安全部队在获得情报后针对
恐怖分子藏匿点展开两场反恐行动，
打死 2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一名专
门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恐怖分子。3
名巴军士兵在交火中身亡。

声明未提及恐怖分子所属组织及
两场行动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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