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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弹劾调查首场公开听证：两党恶斗，民众疲劳
分析认为，从“通俄门”到“电话门”，折射美国国家治理能力下降，耗损民众政治热情

■本报记者 张全

11月 13日， 针对总统特朗普弹劾调查的
首场公开听证会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
会拉开帷幕，标志着弹劾调查进入新阶段。

一位证人发表新证词，称他的助手无意中
听到特朗普与美国驻欧洲联盟大使戈登·桑德
兰的一通电话，电话中特朗普提及对民主党总
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亨特进行“调查”。

面对证人抖出的新料，民主党人一边发出
“哇哦”的惊呼声，一边斗志昂扬地准备“装填
新弹药”。而共和党人则“呵欠连连”：太无聊
了， 只有书呆子才关心一堆无关紧要的细节。

在他们看来， 两位证人都没有直接接触特朗
普，充其量是小道消息的“搬运工”，民主党人
还不如关心一下自己是否干净！

与电视上“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民众的漠然态度。分析人士认为，历时两
年的“通俄门”，再加上持续两个月的“电话门”

调查， 已经极大地消耗了民众的政治热情。选
举季愈演愈烈的“驴象斗”只会加重他们的“疲
劳症”，使选民更为迷惘和悲观。

“明星证人”曝新料

13日，弹劾调查首场公开听证会在美国国
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由该委员会主席、民
主党人希夫主持， 证人为美国负责欧洲和亚欧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肯特和美国驻乌克兰临
时代办泰勒。媒体对整个过程进行了直播。

外媒形容，这是美国近二十年来首场“弹
劾大戏”，美国开国以来近 250年历史上，类似
事件此前只发生过 3次。 诸如此类的听证会，

曾导致尼克松下台，也导致克林顿最尴尬的政
治岁月。“历史性的听证会”将给特朗普带来何
种命运，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将共同见证。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泰勒与肯特均算得上
“重磅证人”。两位在此前闭门调查中都发表过
对特朗普不利的证词。

泰勒在先前证词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把泽
连斯基公开宣布调查拜登父子等作为美方拨
付一笔对乌军事援助款的条件。他说，特朗普
政府经由常规外交渠道和“非常规渠道”处理
乌克兰事务。“非常规渠道”由特朗普私人律师
鲁迪·朱利安尼主导， 成员包括美国驻欧洲联
盟大使戈登·桑德兰等人。

肯特在先前证词中提到， 按照他的理解，

特朗普希望泽连斯基公开说将调查拜登父子
以及 2016年民主党人邮件遭黑客窃取一事是
否关联乌克兰，以换取美方“解冻”军事援助。

外媒述评，由于此前泰勒提供的信息“劲
爆”且具有“说服力”，他被视为此次听证会上
的 “明星证人”， 民主党人指望他能抖出更多
“包袱”，为指控特朗普提供有力证据。

而“明星证人”在 13 日也确实曝出新料，

讲述了 9月 22日自己闭门作证后新了解到的
一件事。

泰勒称，7月 26日， 也就是特朗普与泽连
斯基通话的第二天，美国驻欧洲联盟大使桑德
兰会见了泽连斯基的一名高级助手。桑德兰随
后用手机致电特朗普， 告诉他会面的性质。在

通话过程中，泰勒的一名助手无意中听到特朗
普在电话中问及“调查”情况，而桑德兰回答
“乌克兰方面正准备推进 （调查）”。 通话结束
后，泰勒的助手问桑德兰，特朗普对乌克兰有
什么看法。桑德兰回答说，特朗普最关心的是
对拜登的调查。

泰勒的助手名叫戴维·霍姆斯，他将于周五
提供闭门证词，作为众议院弹劾调查的一部分。

同样于 13 日参加听证会的肯特则表示，

特朗普“试图挖出一个政治对手的丑闻”。这一
言论反驳了特朗普有关他在乌克兰打击腐败
的说法。

美国媒体认为，两位证人提供的新证词可
能更直接地暗示：特朗普计划将美国对乌政策
与开展对拜登父子的调查捆绑在一起。这加大
了即将到来的诉讼的风险，其中将包括一组关
键证人。

民主党祭出新战术？

挖到“新料”的民主党人并没有见好就收，

他们显然“嫌事儿不够大”。路透社称，周三听证
会上一系列迹象表明，民主党正采取新战术，似
乎开始将特朗普的行为定性为可能的“贿赂”和
“勒索”，而非目前重点调查的“等价交换”。

路透社称，民主党的这一变化，可能因为
宪法规定的可弹劾罪名包括“叛国、贿赂或其
他重罪和轻罪”。而民主党的目标，就是将一场
场看似抽象的外交政策辩论，转化为公众心目
中的重罪和轻罪。现在，从泰勒和肯特那里，民
主党收获了有用的答案，如果他们开始起草弹
劾总统的条款，肯定会用到这些答案。

在分析人士看来，未来一个阶段，民主党
手头的牌会源源不绝地打出来。路透社此前报
道，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12日宣布，下周三天将

继续公开听取 8名证人的证词———

11月 19日，副总统彭斯的助手詹妮弗·威
廉姆斯、 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文德曼中校、美
国前驻乌克兰特使库尔特·沃尔克， 以及国家
安全委员会助手蒂姆·莫里森将出席听证会。

11月 20日， 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国
防部副部长助理劳拉·库珀和政治事务副国务
卿戴维·黑尔将过堂。11月 21日则轮到白宫前
俄罗斯问题顾问菲奥娜·希尔。其中，沃尔克、

莫里森和黑尔是应共和党要求出席的证人。

此外，民主党还在酝酿对白宫办公厅代理
主任马尔瓦尼、桑德兰等重点对象进行新审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马尔瓦尼
仍处于风暴中心， 他的名字在周三的听证会上
被多次提及。 他是美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的关键人物。 民主党人打算进一步调查马尔瓦
尼在“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桑德兰也将被民
主党紧盯，他被认为与特朗普存在直接联系，也
是“非常规渠道”成员。之前他在补充证词中改
口承认曾经告知乌克兰官员， 要想得到美国对
乌克兰军事援助， 需要用调查特朗普竞选对手
交换。

特朗普说太忙没空看

对于民主党的火力全开， 特朗普嗤之以
鼻。他坚持弹劾调查是“政治迫害”与“猎巫行
动”，并说自己太忙，没法观看当天的听证会。

他还转发了坚定的支持者———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级别最高的共和党人德文·努内斯的一句
评价：这次听证会是“电视转播的戏剧表演”。

“面对新的爆料，民主党发出‘哇哦’的惊
呼声；共和党的主要话题则是：打呵欠。”CNN

写道。几位知名共和党人很明显在努力把这次
弹劾听证会描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事。

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姆在推特
上发文称:“这场虚假的听证会不仅无聊， 而且
是对纳税人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

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
马克·梅多斯对 CNN记者说:“我不知道你怎么
想，但我（在听证会上）很难保持清醒听着这一
切。”

除了一些共和党人表达不屑之外，更多的
共和党人对民主党及证人“连续挥拳”。俄亥俄
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乔丹认为所谓的弹劾
调查主要“基于电话游戏”，即证词中大部分的
叙述都是二手材料，而不是与特朗普的直接接
触。因而泰勒和肯特并不是可靠的证人。

努内斯则“围魏救赵”。他再次暗示乌克兰
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希拉里·克林顿 2016年竞选的活动，乌克兰
手中可能有被黑客入侵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服务器数据。言下之意：特朗普对乌克兰的关
注是正当的。但努内斯的说法在很久之前就被
认为没有事实根据。

民众对表演感到无聊

有意思的是，与电视上“热闹”的听证场景
不同，美国民众对这场“政治秀”态度漠然。美联
社写道， 如果说美国人在经历了每一次戏剧性
的转折之后， 都如饥似渴地观看了过去在华盛
顿举行的现场听证会，那么对于周三的听证会，

许多人似乎只是一瞥而过。 他们有的不情愿地
打开电视， 有的在理发店里简单瞅两眼电视画
面。“许多人只是墨守着对党派的忠诚， 而非深
究细节。‘华盛顿疲劳’迹象随处可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认为，

为期两年的 “通俄门”， 再加上持续两个月的
“电话门”调查，已经极大地消耗了民众的政治
热情。他们觉得，两党正事不做，却耗费精力，

将党派利益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这样的“宫
斗”徒劳无益，只会加重他们的疲劳。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张国庆指出，从
“通俄门”到“电话门”，反映自“9·11”以来美国
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在决策上呈现非理性，缺乏
建设性。在社会思潮上折射社会分化，就移民、

贸易等问题民意分裂，影响政治基础。在领导人
方面， 缺乏像前总统罗斯福那样有能力的优秀
政客。在党派关系上则是斗争性上升，呈现了自
南北战争以来少有的分裂———奥巴马时代强行
通过救市计划和医保投票， 全然不顾共和党意
见。如今共和党坐庄，而且领导人又是特朗普这
样叛逆和非传统的政客， 两党更加缺乏相互尊
重和倾听，关系进一步走向极端。凡此种种，让
美国国内出现巨大的民意、舆情、政见鸿沟，行
动力领导力下降，对此美国不得不三思。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两党相互撕咬，但是选
民所受影响预计有限。韦宗友说，日前最新调查
显示，不论弹劾调查结果如何，80%左右的选民
不会改变立场，该选谁还选谁。这说明两党的基
本盘有清晰的划线———对铁定支持共和党的选
民来说， 他们视民主党的紧追不舍是对特朗普
的“政治迫害“，反而令他们更愿意给特朗普投
票。而对民主党选民来说，“绝不选特朗普的人”

（“never Trumpers”）也会更加意志坚决。

“弹劾战”激化党争
■本报记者 张全

从选情上看，弹劾调查升温无疑将使党
派斗争激化，政治极化加剧。

民主党：要打好“通乌”牌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张国庆认为，

弹劾调查进入第二阶段后，“主要证人进场
公开听证”以及“推进弹劾调查”两者并轨进
行。出于党争博弈和竞选需要，民主党希望
尽可能搜集到对特朗普不利的信息。听证收
获越多，舆论声势越大，对中间选民和政客
的立场影响越明显，弹劾条款越有把握在众
院通过。而且，民主党在策略上会把握住节
奏，利用一段渐进的过程来令特朗普的“人
设”崩塌、令共和党政府形象蒙羞。

“当时希拉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共和党
人在‘邮件门’事件上持续做文章。时间一
长， 民众就觉得她混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
益。最终希拉里临门一脚射空。”张国庆说，

“而当年‘水门事件’，同样是经历了揪出狐
狸尾巴的漫长过程。民主党现在就是要利用
每一次听证，一直恶心特朗普，把更多中间
选民吸纳入他们的阵营。 特朗普就算连任，

此事也会如鲠在喉，让他的政府出现一定程
度的跛脚。”

在张国庆看来，相比在特朗普竞选总统
时期发生的“通俄门”，美国民众对“电话
门”中可能涉及的公权力滥用更不能忍，而
特朗普做事时常破格、 动辄吹嘘更是犯了
官场大忌，可以说是亲手送给民主党弹药。

而民主党这边眼下选情堪忧， 至今没能出
现一个统一全党意志的合适候选人。 再加
上特朗普作为在任总统追求连任， 既符合
历史惯性，也能够调配强大人脉资源，因此
民主党格外珍惜“电话门”这张牌，一定要把
它打足打好。

共和党：防中带攻翻旧账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指

出，新证词似乎进一步将总统与对乌施压联
系起来。然而，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铁
杆”支持者看来，美国历史上不乏将某个受
援国的腐败情况与是否获得军援相挂钩的
先例。也就是说共和党确信，只要总统对乌
克兰有合理怀疑， 暂扣军援决定 “完全合
理”。为此，即便一些证词在民主党人眼中是
特朗普“罪证”的“实锤”，但到共和党人眼中
断然不会如此认定。

更何况大选在即，与特朗普身处同一战
壕的共和党势必还会防中带攻， 翻出 2016

年的老账反过来指责民主党。 总而言之，民
主党很难拿到真正意义的、被两党所公认的
“实锤”。双方只是围绕党派利益和权力争夺
相互“泼脏水”而已。

11月 13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左三）和美国负责欧洲和亚欧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肯特（左二）出席听证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