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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3
日收获一份尴尬的“卸任礼”——美
国国会众议院以232票赞成、197票
反对的结果通过弹劾条款，指控其

“煽动叛乱”。特朗普因而成为美国
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

收到这份“卸任礼”时，特朗普
距离卸任仅剩一周，距离其支持者
暴力冲击国会也仅仅过去一周。之
前没有人在如此接近总统卸任时推
进弹劾案，也没有哪个总统弹劾案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众议院获通
过，体现出指控的严重性。

众议院民主党人之所以在特朗
普进入卸任倒计时之际仍要寻求弹
劾，一方面是他在国会暴力流血事
件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对美国制
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破坏，必须对
他进行问责，以儆效尤；另一方面是
为了让他“政治死亡”，消除他卷土
重来、再度竞选美国总统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众议院共和党
三号人物切尼等10名共和党众议员
投票支持弹劾条款。反对弹劾的众

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也表示，特
朗普对国会山骚乱“负有责任”。

按照相关程序，弹劾案接下来
将进入参议院审理，须有至少三分
之二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将特朗普定
罪。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
袖麦康奈尔表示，目前正处于休会
的参议院不会为审理弹劾案而提前
复会。这意味着弹劾案审理在当选
总统拜登1月20日中午宣誓就职前
不会进行。换言之，弹劾案将不会
影响特朗普履职至其任期结束。

但弹劾行动不会随着特朗普任
期结束而终止。特朗普卸任后，弹劾
案依然会按程序继续推进，一旦在高
门槛的参议院通过，特朗普将“创历
史地”被定罪，势必对他造成深刻负
面影响。参议院还有可能再表决永
久性禁止特朗普在未来担任任何公
职作为惩罚。即便弹劾案在参议院
受阻，特朗普政治遗产和影响力也将
大打折扣，共和党整体也会受到影
响，至少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
大选都在受冲击范围之内。

过去四年，特朗普“分裂治国”，
美国社会极化不断加剧，政治、文化
等众多层面撕裂愈演愈烈，国会流
血暴力事件成为最显眼的一个缩

影，两次遭弹劾也成为特朗普任期
最不光彩的注脚。

特朗普任内，共和、民主两党矛
盾和对立加剧，双方合作的空间被
不断挤压，党派利益超越国家和人
民利益。甚至在新冠疫情肆虐美
国、造成惨痛生命和财产损失之时，
两党依旧难以搁置分歧凝聚共识。
危机之中，美国政治乱象有增无减，
制度失灵更加明显，而国会暴力事
件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更让
美国人难堪的是，如果不是自己的
总统煽动，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会长理查
德·哈斯在社交媒体上直言：美国不
像许多美国人想的那样与众不同，
国会暴力事件应该给“美国例外论”
和“山巅之城”的说法画上句号。

也有人担心，此时再度弹劾特
朗普会是一把“双刃剑”，众议院民
主党人寻求“刮骨治疗”的同时，将
加剧国家撕裂。如今弹劾案木已成
舟，其真正影响只有靠时间逐渐揭
示。至于特朗普，或许他从未想过
自己的总统任期会以这样的方式结
束，但这份独一无二的“卸任礼”，他
想拒收都不行。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收获尴尬“卸任礼”

再弹劾
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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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
签署弹劾条款时说，任何人都不能凌
驾于法律之上，包括美国总统。反对
弹劾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
麦卡锡则表示，特朗普对国会暴力事
件负有责任，但仓促弹劾是个错误，将
制造更多撕裂。特朗普随后发表视频
讲话，谴责国会暴力事件，但没有提及
自己再遭弹劾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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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审
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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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有
人提出推迟将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
以避免可能耗时耗力的审理进程影响
参议院批准拜登提名的内阁成员人选
以及审议新一轮新冠疫情纾困法案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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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佐治亚
州的两名新当选民主党籍参议员就职
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将各掌
握50个席位。也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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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
雷尔·韦斯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两度遭弹劾，特朗普已经“创造
历史”，而参议院表决将决定他的政治
生涯是否走到尽头。

乱象多
裂痕深

为保障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安
全，美国首都华盛顿警方13日宣布，
部署到华盛顿的国民警卫队员将超过
2万人。

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同弹劾案交织
在一起，加上此前国会遭暴力冲击，政
治乱象之剧烈前所未见。美国圣安塞
尔姆学院政治学专家克里斯托弗·加
尔迪耶里说，出现这样的局面令人感
到痛心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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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特朗普一直
宣称选举“遭民主党人窃取”，反复呼
吁支持者抵制选举结果。国会暴力事
件发生前，特朗普还在白宫外举行集
会，鼓励支持者去国会示威。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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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中，共和党人
抨击民主党人玩弄政治，企图抹除特
朗普的“政治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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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下图：表决弹劾条款前，国会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前右二）走在国会
大厦内。 （新华社发）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13日宣布，打算对拒绝在众议院入口处
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的议员施加罚款，
最高1万美元。

美国国会上周遭暴力冲击，众议院
多个入口12日晚立起金属探测安检门，
检查议员是否携带武器。佩洛西13日
宣布，众议院21日复会，将表决一项对
拒检议员施加罚款的新规。初次拒检人
员罚5000美元，再次违规罚1万美元，
罚款从议员薪资中直接扣除。

路透社报道，有人看到多名共和党
人或绕过安检门，或大声向国会警察抱
怨这一检查手段。按照佩洛西的说法，
众议院不少共和党人“不尊重”国会警
察，“辱骂他们并拒绝遵守基本预防措施
以保障包括国会警察在内的全体国会员
工安全”。

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先前只对游
客和国会工作人员进行安检，议员享受

“免检”待遇。一些议员对新增加的安检
手续表示不满。

新当选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劳伦·伯贝
特12日晚通过金属探测安检门时触发警
报，并拒绝打开手提包接受检查。伯贝特
曾放话说她在国会上班会带手枪。

（据新华社电）

议员拒过安检门？
佩洛西：罚款！

特朗普遭二次弹劾
被控“煽动叛乱”
两党矛盾空前激化加剧撕裂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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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2
日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12日对煽
动示威者冲击国会大厦、威胁国会议
员及副总统生命的做法没有表现出
任何悔意或遗憾。他说，他在集会前
发表的言论“完全恰当”，而国会试图
对他弹劾和定罪的做法正“引发极大
愤怒”。

报道称，这是特朗普在1月6日
国会大厦发生暴力事件后首次回答
记者提问。他回避了有关他是否应
该为那场严重骚乱承担责任的问
题。那场骚乱破坏了美国和平交接
权力的传统。

在前往得克萨斯州的阿拉莫视
察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的途中，特朗
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基地对记者
说：“人们认为我的话是完全恰当
的。”同时，特朗普称，2020年夏天针
对种族不公正的抗议活动才是“一个
真正的问题”。

他说：“如果你看看别人怎么

说，看看高层政客如何评价去年夏
天的骚乱，如何评价波特兰和西雅
图等多个地方的可怕骚乱，那才是
真正的问题。”

报道称，尽管几乎所有人——包
括特朗普自己政府内部和他在国会山
的一些最亲密盟友——都谴责他在围
攻国会事件中的煽动作用，但他还是
采取了无视态度。

他早些时候表示，“引发极大愤
怒”的是弹劾指控，而不是对国会大
厦的暴力洗劫。特朗普自上周五推
特永久关闭他的账号以来基本上保
持沉默。12日早上，当被直接问及
他是否会在只剩一周任期的情况下
辞职时，特朗普说：“我不希望发生
暴力。”

报道指出，他没有谈到自己在煽
动支持者方面的作用。相反，特朗普
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称弹劾是“政治
史上最大的政治迫害的延续”。他说：

“我认为这引发极大愤怒。”

报道称，此次美墨边境之行的目
的是宣传已部分建成的边境墙，特朗
普政府将其视为一项成就。他视察了
阿拉莫附近里奥格兰德河谷沿岸的一
段边界。他在那里发表了简短的演
讲，随后返回华盛顿。

他说：“第25修正案对我来说风
险为零。但是，它将困扰拜登和拜登
政府。就像那句俗语说的，想什么来
什么。”

报道称，特朗普按照讲稿简短地
谈到示威者对国会大厦的袭击，指出

“我们的信仰是尊重美国的历史和传
统，而不是推翻它们。我们信仰法治，
而不是暴力或骚乱”。

在阿拉莫的一家理发店，27岁
的亚历杭德罗·席尔瓦说，他对特朗
普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对边境墙也没
有意见。

他说：“但他现在不应来这里。他
应该下台，不要打扰任何人。”

（据新华社电）

骚乱后首次露面 特朗普毫无悔意

上图：13日，国民警卫队队员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外警戒。（新华社发）题图：13日，一名手持“弹劾”标语的男子从美国国会大厦前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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