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
指控他 “煽动叛乱”。 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陷入弹劾危机， 距离他卸任只剩
10天。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 民主党人寻求此时发起弹劾， 一方面是为了 “立标
杆”、 防止煽动暴力的情况再次出现； 另一方面也为给特朗普留下不光彩记录，
使他4年后难以再度竞选总统。 二次弹劾凸显两党间的政治对立， 不管结果怎
样都只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寻求弹劾
弹劾条款草案称 ， 特朗普

“煽动叛乱” “干涉权力的和平
过渡” “严重危及” 美国和美国
政府机构的安全， 给美国人民造
成 “明显伤害”， 如任其继续执
政， 将 “对国家安全、 民主和宪
法构成威胁”。

美国国会6日遭遇暴力冲击，
造成5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令
世界震惊。 美国舆论纷纷指责特
朗普 “点燃导火索”， 要求特朗
普下台的声音愈演愈烈。

除推动弹劾程序外， 众议院
民主党人还力促副总统彭斯援引
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特朗
普。 由民主党人提出的罢免动议
预计将于12日在众议院表决， 因
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占多数， 该动
议很可能获得通过， 届时彭斯将
有24小时作出回应。 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日前表示， 如果彭斯和特
朗普内阁多数成员不考虑罢免特
朗普， 众议院将就弹劾条款草案
举行表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自由撰
稿人克里斯·西利扎认为，彭斯不
太可能动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
免特朗普，有三个原因：第一，此
前从未有副总统通过这一方式罢
免总统， 这么做将不利于彭斯的
政治前途；第二，特朗普任期即将
结束，共和党方面不愿节外生枝；
第三， 数名特朗普内阁成员已经
辞职， 余下众人中多数人支持罢
免决定的可能性不大。

再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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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针对总统的弹劾条款在众议院以
简单多数获得通过， 即意味着总
统被弹劾。 接下来， 参议院将就
弹劾案进行审理， 如果三分之二
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条款， 总统就
将被定罪而下台。

2019年12月， 特朗普首次遭
国会众议院弹劾， 成为美国历史
上第三位遭弹劾的总统。 当时，
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表决通过
了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 但
这两项条款此后均被共和党人掌
控的参议院否决。

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一次，
众议院最快可能于13日就弹劾条
款举行表决。 目前， 民主党人占
多数的众议院有足够票数通过弹
劾条款， 一些共和党人可能也会
投下赞成票。

美国历史上从未有总统两次
遭众议院弹劾。 美国圣安塞尔姆
学院政治学专家克里斯托弗·加
尔迪耶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 从长远看， 众议院寻求在
特朗普即将下台前再度弹劾他，
旨在警示未来总统， 防止总统煽
动暴力的情况再次出现。

美媒指出， 弹劾也是党争激
化的表现， 民主党人想给特朗普
留下不光彩记录， 使他4年后难
以再度竞选总统。 国会骚乱事件
已让特朗普的形象和政治遗产
大打折扣， 再遭弹劾无疑是雪上
加霜。

裂痕难愈
据媒体披露， 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 共和党人麦康奈尔的一份
内部备忘录显示， 如果众议院通
过弹劾条款， 参议院按规则最早
将于20日下午启动弹劾案审理。
而20日中午 ， 特朗普将正式卸
任， 拜登将宣誓就职， 这意味着
参议院不可能在特朗普卸任前完
成弹劾案审理。

目前， 众议院民主党高层尚
未就何时把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
达成一致 。 众议院民主党 “党
鞭” 詹姆斯·克莱伯恩日前对媒
体表示， 可能会等当选总统拜登
上台100天后再把弹劾条款送到
参议院， 以避免弹劾案审理影响
参议院批准拜登内阁成员提名进
程等事宜。

分析人士认为， 不管时间上
如何安排， 弹劾条款想要在参议
院获得通过都非易事。 在佐治亚
州两名新当选的联邦参议员就职
后， 民主与共和两党将各自掌握
参议院50个席位。 虽已有数名共
和党参议员公开呼吁特朗普辞
职， 但目前尚不清楚会有多少共
和党人支持弹劾条款。 资深共和
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日前表
示， 他认为弹劾案无法在参议院
获得通过。

格雷厄姆同时表示， 在当前
情形下寻求弹劾特朗普会进一
步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据美媒
11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警
告称， 在新总统就职前的一段时
间里， 美国可能出现全国性武
装抗议活动。 有分析人士担心，
此时弹劾特朗普或将进一步激
怒其支持者， 引发更严重的社会
动荡。

据新华社

特朗普为何再陷弹劾危机 新华社电 联合国秘书长发
言人迪雅里克11日证实， 现任秘
书长古特雷斯将寻求连任。

迪雅里克在当天举行的记者
会上说， 第75届联大主席博兹克
尔8日致信古特雷斯， 询问他是
否有意连任。 “秘书长今天 （11
日 ） 向他表示 ， 如果会员国同
意， 他愿意连任。”

迪雅里克说， 古特雷斯已经
将自己的决定告知联合国安理会
和地区组织负责人。 “但在现阶
段， 判断会员国作何反应或猜测
是否有其他潜在候选人为时尚
早。 ”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
秘书长一职必须首先由安理会推
荐，然后由联大任命。安理会在遴

选秘书长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5
个常任理事国对秘书长人选有否
决权。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联大主席发言人瓦尔马在当
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联大主席
以及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将在12
日的例行会议上讨论下任秘书长
的遴选流程。

古特雷斯1949年4月30日出
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 1995
年， 他带领葡萄牙社会党赢得大
选， 就任葡萄牙总理。 2005年6
月至2015年12月， 古特雷斯担任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负责
领导、 协调全球难民事务。 2016
年， 古特雷斯当选联合国第9任
秘书长， 任期从2017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中东部分国家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美国重新将古巴列为“支恐国家”
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院11日

宣布将古巴列为 “支持恐怖主义
国家”。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随
即对此予以谴责。

美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声明
中称， 古巴 “再三为恐怖分子提
供避风港， 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径
提供支持”。

根据声明 ， 古巴在被列为
“支恐国家” 后将遭受一系列限
制措施， 与古巴从事特定贸易的
个人与国家将受到处罚， 美国对
古巴援助将被限制， 防务和军民
两用设备的出口将分别被禁止和
管制。

美方此举随即遭到古巴和国
内民主党人的批评。 古巴外长罗
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发 文 谴 责 美 国 将 古 巴 列 为

“支恐国家”， 认为此举属于 “伪
善和愤世嫉俗 ” 的政治投机主
义。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
克·莱希在其声明中批评这是
“赤裸裸的政治化” 行为， 称蓬
佩奥在离任时似乎有意为继任者
尽可能制造困难。

美国1982年以支援拉丁美洲
地区反叛分子为由把古巴列入
“支恐国家” 名单。 2015年， 随
着美古关系改善， 时任奥巴马政
府把古巴移出这份名单， 美方陆
续放松对古巴经济、 旅行和贸易
限制， 重开驻古巴大使馆， 但并
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 2017年特
朗普政府上台后， 美国再次收紧
对古政策， 2019年以来， 美国不
断升级对古制裁措施。

新华社电 中东新冠疫情严
峻， 多国继续采取严格的防疫措
施 ， 部分国家推进疫苗接种进
程。

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11日宣
布， 截至当天16时， 该国24小时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40例 ， 累计
363949例 ； 新增死亡4例 ， 累计
6295例 ； 新增治愈158例 ， 累计
355706例。

沙特卫生部发言人穆罕默
德·阿里当天表示， 沙特目前已
有超过 17.8万人接种了新冠疫
苗。 他说， 沙特的目标是向所有
人提供疫苗， 这是实现群体免疫
最有力的方式。

以色列卫生部11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 该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
9367例， 累计499362例； 新增死
亡32例， 累计3695例； 新增治愈
6459例， 累计424110例。

以卫生部11日宣布进一步扩
大接种人群 ， 从12日起为教职
工、 55岁至60岁人群接种新冠疫
苗。 以色列去年12月20日启动疫

苗接种， 目前已接种者主要为医
务工作者、 60岁以上人员等高风
险人群。 数据显示， 目前该国已
有逾187万人接种。

巴勒斯坦卫生部长凯拉11日
说， 巴卫生部已批准俄罗斯 “卫
星V” 新冠疫苗注册， 用于紧急
用途， 按计划第一批疫苗将在一
个月内运抵。 凯拉说， 巴卫生部
目前已与俄罗斯等国的疫苗厂商
签订了供应合同， 将优先为巴境
内医务人员、 老年人、 慢性病患
者接种。

巴卫生部网站当天数据显
示， 过去24小时巴全国新增确诊
病例928例 ， 累计166877例 ； 新
增死亡12例， 累计1768例； 新增
治愈1355例， 累计149393例。

土耳其卫生部11日说， 过去
24小时共有10220人新冠病毒检
测呈阳性 ， 其中有症状者 1003
人 ， 累计确诊2336476例 ； 新增
死亡174例， 累计22981例； 累计
治愈2208451例 。 土总统埃尔多
安当天表示， 该国将于14日或15

日开始为民众接种疫苗 。 他表
示， 未来随着病例数减少， 可能
逐步放宽限制措施。

伊朗卫生部11日通报， 该国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208例， 累计
1292614例 ； 新增死亡91例 ， 累
计 56262例 ； 新增治愈 6849例 ，
累计1081736例 ； 现存确诊病例
154616例， 其中重症4568例。

黎巴嫩卫生部11日公布， 当
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3095例 ，累
计222391例；新增死亡23例，累计
1629例。 过去两周黎病毒检测阳
性率为16.2%，病例激增已导致该
国卫生部门濒临崩溃。 黎最高国
防委员会当天宣布，14日起全国
进入紧急状态， 全面封锁， 全天
戒严， 以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

还有一些中东国家11日更新
了累计确诊病例数： 阿拉伯联合
酋长 国 232982例 ， 阿 曼 130780
例 ， 伊拉克 603739例 ， 卡塔尔
146068例 ， 阿 尔 及 利 亚 102369
例 ， 科 威 特 154841 例 ， 巴 林
95879例， 叙利亚12462例。

新华社电 据安莎社和 《共
和国报》 网站等意大利媒体11日
报道， 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
个国际研究团队从该国一名年轻
女性皮肤病患者在2019年11月10
日的活检样本中， 发现了新冠病
毒基因序列。 这一结果将意大利
“零号病人” 出现时间再次提前
到2019年11月。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 《英国皮
肤病学杂志 》 上 。 研究人员对
2019年最后几个月内没有得到确
诊的非典型皮肤病患者活检样本
进行了检测， 发现该患者感染了
新冠病毒， 而她的症状只是皮肤
出现红色斑块并有轻微喉咙疼
痛。 此外， 该患者在2020年6月
的一次血清检测中被检出新冠病
毒抗体阳性。 米兰大学研究人员
认为， 这是目前意大利发现的最

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该研究团队牵头人、 来自米

兰大学的贾诺蒂向媒体表示， 在
接下来的研究中， 可能还会发现
比2019年11月更早的新冠病毒感
染样本。 他说， 研究发现一些感
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只表现出皮肤
病症状， 因此他们想知道在新冠
疫情暴发前的皮肤病患者中是否
有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前 ， 研究人员已在意 北
部城市米兰和都灵 2019年 12月
的城市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
毒。 2020年11月， 意大利米兰国
家肿瘤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
该国 《肿瘤杂志 》 上发表论文
说， 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9
月就已在意大利传播， 这比意大
利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早了几
个月。

意意研研究究发发现现该该国国一一名名女女性性
22001199年年1111月月已已感感染染新新冠冠病病毒毒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寻求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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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英国伦敦中央刑
事法院11日作出判决， 判处在英
格兰南部城镇雷丁市制造持刀袭
击事件的利比亚籍难民哈伊里·
萨阿杜拉终身监禁。

2020年6月20日晚 ， 雷丁市
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凶手在
当地一公园内袭击休息的人群，
造成3人死亡、 3人重伤， 凶手哈
伊里·萨阿杜拉随后被 警 方 逮
捕。

萨阿杜拉此前告诉法院， 他
袭击这些人的目的是要进行 “宗

教圣战”。
法官在宣布判决后说， 发动

袭击前， 萨阿杜拉做了大量谋划
和准备工作 ， 袭击非常野蛮残
忍。 法院认为， 萨阿杜拉为达到
政治、 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发
动了本次恐怖袭击。

据法院透露， 萨阿杜拉曾在
利比亚参加反对卡扎菲政权的民
兵组织， 2012年从利比亚来到英
国后获得难民资格 ， 2013年至
2020年期间多次因盗窃和袭击被
逮捕定罪。

英国雷丁市袭击案凶手被判处终身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