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支持“恐怖主义和非人道行动”为由

伊朗制裁特朗普及多名美高官
新华社特稿 伊朗外交部 19日以支持“恐

怖主义和非人道行动”为由，制裁即将卸任的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及多名美方高级别官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说，除特朗
普，伊方还将制裁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

努钦、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哈斯佩尔、前国防部
长埃斯珀、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美国政府伊朗事务前任特别代表胡克和他的
继任者艾布拉姆斯。

伊方制裁举措包括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伊

朗、冻结这些人可能在伊朗拥有的资产。

法新社报道，由于美国政府对伊朗“极限
施压”、伊朗国内时常爆发反美示威，制裁对象
不可能在伊朗有资产或有意到访伊朗。美联社
解读，伊朗的制裁只是“象征性”举措。

哈提卜扎德说， 伊方制裁依据伊朗 2017

年颁布的一部法律，同时是特朗普政府种种做
法的后果， 包括袭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

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偏袒以方、关联伊朗
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遇袭身亡以及搅动也
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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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韩朝、朝美对话深度参与者

文在寅更换外交部长
新华社特稿 韩国总统文在寅 20 日小幅改

组内阁，出人意料地提名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前室
长郑义溶为外交部长官，接替不少人认为将辅佐
文在寅完成剩余任期的康京和。

韩联社分析，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前夕，

文在寅调整外交班子， 起用曾经深度参与韩朝、

朝美对话的郑义溶，试图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注
入新动力。

直接参与局势转圜
“我想，这是我为国家效力的最后机会。”郑

义溶获得提名后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写道，“如
果提名获得国会确认，我将竭尽全力，助文在寅
政府对外政策取得成果，让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落
地生根。”

郑义溶现年 74?， 毕业于首尔大学外交学
系，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韩国驻美国、以色列大
使等职，2004年当选国会议员。文在寅 2017年 5

月就职后， 郑义溶出任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

相当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去年 7月退休。

郑义溶是促成 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转圜的
直接参与者。作为对朝鲜高级别代表团赴韩出席
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回访， 郑义溶 2018年 3月
初以总统特使身份率团访问朝鲜，面见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朝韩商定 4月底在板门店举行第
三次首脑会晤。郑义溶随即访问美国，会晤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宣布，特朗普同意与
金正恩举行美朝首脑首次会晤。

被批“误导”朝美双方
只是，半岛和平进程虽取得一定进展，美朝

就无核化议题依然分歧巨大。第二次朝美首脑会
晤 2019年 2月在越南河内无果而终， 朝美无核
化谈判陷入停滞。

参与河内会晤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博尔顿在去年 6 月出版的回忆录中责怪郑
义溶，称他在会晤前传话时，就拟议的朝鲜废弃
宁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取消部分制裁的协议，

“误导” 朝美双方。 博尔顿认定韩方期待不切实
际。郑义溶回应，博尔顿这番话“歪曲”事实。

着眼重启和平进程
文在寅即将进入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他 18

日在新年记者会上说，只要有利于推动韩朝关系
发展，他愿意随时随地与金正恩会面。“虽然不能
急于求成，我仍将在剩下的任期全力以赴。”

金正恩本月上旬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
大会上作报告，认为文在寅政府寻求推动的朝韩
防疫合作、人道主义合作、个人赴朝游等议题“非
本质性问题”，要求韩方落实各项北南宣言。金正
恩在报告中将美国称作朝鲜“最大主敌”，要求加
强战争遏制力，并指出，要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关
键在于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半岛和平进程的主要症
结在于美朝关系。相比特朗普试图借助首脑会晤
等方式“自上而下”推动核谈判，拜登对朝政策可
能发生明显变化。

美国想让德国彻底和俄罗斯脱钩
■杨成绪

在美国新总统行将就职之际，特朗普政
府 19 日宣布制裁“北溪—2”项目俄罗斯铺
管船及其船东。德国《图片报》19日报道，德
国比尔芬格公司本月和上月致信美国政府
部门，告知将终止与“北溪—2”股份公司的
合同。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 9月称，尽
管美国威胁制裁，但“北溪—2”项目仍将完
成。随着拜登政府宣誓就职，“北溪—2”项目
前景以及美德关系走向格外引人关注。

美国想要控制欧盟
2016年，德国政府发现，德国总理默克

尔的手机被美国监听达 10年之久。 当年默
克尔在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对此
事表达不满。

德国是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国。美国竟然
肆意监听盟国领导人的手机，说明美国对德
国并不放心，始终要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
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美国期望和欧盟保持密切的盟国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又严密关注欧盟，确保其不能
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苏联解体后，欧盟期望俄罗斯发展成为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主张缓和和俄罗斯的
关系，而美国则力主乘胜追击，推动北约不
断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德国等欧
盟国家对东欧国家加入北约， 多不持异议，

但担心吸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
原苏联加盟国家加入， 将引起俄罗斯的戒
心。后来美国又坚持北约进一步东扩到乌克
兰，更遭到德国的明确反对。但自克里米亚
2014年并入俄罗斯、 乌东部地区爆发冲突
后，俄欧关系不断恶化，这正中美国的下怀。

美国始终对欧盟特别是对德国不放心。

2002年俄罗斯、法国和德国一起坚决反对美
英联军入侵伊拉克， 从此美国警惕德国、法
国等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的接近。

美德矛盾由来已久
美德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只是到了特

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 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几
乎达到公开破裂的边缘。

美国攻击德国，主要原因有几点：一是德
国是美国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顺
差国， 特朗普一再要求德国平衡美德贸易关
系；二是特朗普一再批评德国没有按照北约规
定，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2%?于军事预算；三是
美国已经公开宣布要从德国部分撤军； 第四，

美国要求德国立刻停建即将完工的“北溪—2”

天然气管道工程。

旨在持续对德施压
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可以说一波掀起千

层浪。以笔者看来，不论美国要求解决与德国
贸易逆差问题，还是压德国增加军费以至于威
胁从德国撤军，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向其施加压
力，要求德国彻底和俄罗斯脱钩。而达到这一
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要求德国停建“北溪—2”

天然气管道。

2005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俄罗斯总
统普京签署建设北溪天然气管道协议， 这条管
道穿过波罗的海， 将天然气从俄罗斯直接送到

德国。第一期工程已于 2012年完成。2015年
俄德两国宣布修建“北溪—2”天然气管道工
程。这条管道全长 1224公里，建成后俄罗斯
向德国输送的天然气将增加一倍。2019年正
当这一项目还剩下 160公里， 即将全面完工
时，美国突然要求立即停工，否则将制裁参与
管道修建的公司。 当时， 参与管道建设的瑞
士、荷兰修建公司不得不停建这一工程项目。

在这期间， 俄德两国不顾美国的反对，

坚持完成这项工程。 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 9

月称，尽管美国威胁制裁，但“北溪—2”工程
仍将完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超越美国领
土的域外制裁是合法的。”

不过与此同时，德国迫切期望缓解和美
国的关系。 在拜登宣布获得总统大选胜利
后，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立即纷纷向拜登
祝贺。德国无疑感到拜登出任总统有望缓和
德美关系。

引人注目的是， 就在特朗普离开白宫
前，美国政府 19日宣布制裁“北溪—2”项目
俄罗斯铺管船及其船东。

      （作者为中国前驻外大使）

发表告别演讲，绝口不提拜登

特朗普罕见祝福新政府

■本报记者 裘雯涵

当地时间 19日， 即将离开白宫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发表告别演讲。 他细数一系列 “政治遗
产”，罕见释放善意，预祝新政府好运，但仍绝口
不提继任者拜登的名字。当地时间 20日，特朗普
计划飞往海湖庄园， 开启卸任总统后的新生活。

不过，他已暗示不会安静地“淡出”：“我们发起的
运动才刚刚开始。”

吹嘘“政绩”

当地时间 19日，在拜登就职典礼前一天，白
宫发布了特朗普的告别视频。特朗普在视频讲话
中说：“我们向他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也希望他
们好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在外媒看来，特朗普的告别讲话依然“特朗
普”。对拜登，特朗普仍未“认输”。虽然他已承认
新一届美国政府将从 20日中午开始掌权， 在告
别讲话中也一再提及“下一届政府”，但特朗普仍
旧坚持“最后的倔强”———拒绝提到拜登的名字。

在离别前的最后时刻，特朗普还在讲话中细
数成就，用大部分时间吹嘘“政绩”，包括促成阿
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研发新冠疫苗、

创建“太空军”、建美墨边境墙等。他表示，自己最
自豪的是，他是几十年来第一位没有发动过新战
争的美国总统。

《卫报》称，特朗普似乎默认了四年任期内的
分歧和愤怒，但辩解称，为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
庭的最大利益，他选择了一条最困难的道路。

动摇“国本”

在分析人士看来，无论特朗普如何为政治遗
产“镀金”，国会骚乱事件都已为此蒙上阴影。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认为，特朗普离任时几乎
没有重大政治遗产，除了暴力分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公共事务教授朱
利安·策利泽也认为， 特朗普在过去四年动摇了
美国 “国本”。“他自豪地领导了一个激进的共和
党， 揭露了该党在追求党派权力时变得多么极
端。” 策利泽说，他也动摇了民主制度，让极端主
义声音在政体中获得合法性。

大多数美国人也不认可特朗普的成就，他正
以 34%的有史以来最低支持率离任。

不想“淡出”

卸任总统后，特朗普的“退休”生活将如何度
过？是否会在 2024 年东山再起？有分析认为，在
国会骚乱事件后，特朗普的政治前途凶多吉少。

19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大佬
麦康奈尔称，国会骚乱参与者是“被总统和其他
有权势的人煽动的”。 如果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弹
劾审判中认定特朗普有罪，可能会有足够多的共
和党人效仿， 并最终在投票中对特朗普定罪，阻
止他再次担任公职。

但特朗普仍未放弃。他在离别演讲中明确表
示，并不计划安静地“淡出”。他告诉自己的支持
者：“我们发起的运动才刚刚开始。”

1月 19日，在美国华盛顿，人们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参加就职典礼彩排。 新华社发

在波罗的
海，工程船正在
铺设“北溪—2”

天然气管道。

新华社发
（资料照片）

新冠病亡人数突破40万，超过一战、二战和越战中美军阵亡人数之和

权力交接之际，美国疫情进入“至暗时刻”

■本报记者 张全

在权力交接的“大日子”来临之际，《纽约
时报》说，美国正经历疫情暴发以来最黑暗的
时刻。19日， 美国新冠病亡人数突破 40万大
关。当晚，当选总统拜登亲自主持纪念活动哀
悼同胞。而在活动结束后几小时，他就将以新
的身份肩负起领导美国抗疫的艰巨使命。

专家指出，相比特朗普，拜登战疫姿态更加
鲜明，酝酿的举措更有针对性，但一系列挑战同
样不容忽视：包括疫苗供应、资源分配、民众配
合、地方协调、政府公信力等。加之包括美国在
内的多国出现变异病毒， 等待拜登的将是一个
“黑暗的冬季”。 能否交出令民众满意的抗疫成
绩单，将是这位政坛老将面临的首场执政大考。

拜登悼念逝者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
间19日14时21分，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40万例， 达400022例， 累计确诊病例24163707

例。 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
据报道，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超过一战、二战和
越南战争中死亡的美国军人人数之和。

当天傍晚，拜登及其团队在位于华盛顿的
林肯纪念堂参加纪念活动， 悼念病逝的 40万
同胞。 在他们身后，400盏纪念逝者的明灯，照
亮了纪念堂周围的“倒影池”。

美联社写道，权力交接前夕通常是个庆祝
时刻，如今却调成静穆模式，反映出美国损失
的严重程度。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预
测显示，至 2月 6日美国首个新冠死亡病例周
年纪念日时， 该国累计病亡数可能高达 44万
至 47.7万例，超过二战期间美国因战斗和非战
斗死亡的总人数。

更糟糕的是，美国死亡病例数攀升速度非
常之快：从 10万到 20万，用了 5个月时间。从
20万增加到 30万用时不到 3个月， 而现在仅
1个多月，又达到 40万。《纽约时报》报道说，全
美正经历疫情暴发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很多人把不断蹿升的数字归罪于特朗普，

控诉其“道德和领导力”的双重失败———起初，

他淡化威胁，甩锅推责，在任期尾声，他又把联
邦政府的应对措施搞得一团糟。前美国驻加拿
大大使布鲁斯·海曼直言：“特朗普嘲笑戴口罩
等安全措施，又对备受期待的疫苗没有任何计
划，是 40万人殒命的罪魁祸首。”

疫苗与病毒赛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指出，

美国死亡病例数攀升速度之快可能有三大原
因。第一，冬季更有利于病毒传播。第二，圣诞、

新年，以及围绕大选结果引发的示威和冲击国
会事件，致使民众聚集，病毒扩散。第三，美国
开始注射疫苗后，部分民众在保持社交距离等
方面有所松懈。这些都给病毒可乘之机。

除此之外，变异病毒的出现，以及疫苗接
种缓慢，也加剧了风险。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 目前全美至少 20

个州检测出发现于英国的变异病毒，而俄州研
究人员还发现了“可能源自美国的两种新冠病
毒变种”。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遗传学家埃里克·
托波尔表示， 美国的疫苗接种正与病例增幅
“赛跑”，而变异病毒将使“比赛”难度增加。拜
登的“疫情应对顾问委员会”成员奥斯特霍尔
姆则担心，“变异毒株或对疫苗构成挑战，降低
预防疾病的能力。”

而变异毒株的出现，也使接种变得更为关
键。但眼下美国在疫苗方面起码存在四个问题。

第一，供应不足。在纽约和旧金山，疫苗都
只够支撑到本周末；在密歇根，来注射的人驾
车排起长队；在威斯康星，州长埃弗斯抱怨：在
疫苗储备明显不够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官员依
旧承诺向威州发放疫苗，这个承诺就像打了该
州人民一记耳光。

第二，分配不公。作为高危人群的老人正
在苦苦等待疫苗，一些富人却捷足先登；白人
群体获得了注射， 少数族裔社区却病魔缠身；

城市里建立了服务点，农村地区却还靠医生开
车 3小时“送药上门”。

第三，资金不够。CDC前主任格伯丁说，美
国公共卫生系统正靠着少得可怜的资金运作，

人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建立接种诊所、接种疫
苗要这么久，那是因为公共卫生系统根本没有

足够人力。

第四，接种不快。按计划，美国应该在 2020

年底前完成 2000 万人的第一剂疫苗接种。可
截至当地时间 1月 15日，全美仅完成 1230万
剂疫苗接种。如此行动迟缓招致批评。

抗疫前路漫漫

正是意识到上述问题，拜登在履新前酝酿
了一系列对策。

针对供应不足，他考虑通过释放几乎所有
可用剂量来加快疫苗的分发速度，这样就能有
更多人接种第一剂疫苗，这与特朗普政府的做
法背道而驰， 后者保留库存以供第二剂接种。

拜登还考虑利用国防生产法案促进疫苗供应。

针对资金不够，他提出 1.9万亿美元的“美
国救助计划”，其中约 4000亿美元将用于抗击
疫情，约 1万亿美元将为受疫情冲击的美国家
庭提供经济纾困。

针对接种不快，他计划增加注射器等医用
物资产量，开设数以千计疫苗接种中心，从而
实现他就职百日内 1亿剂疫苗接种的目标。

针对防疫松懈，拜登拟发布“在联邦财产
（建筑和土地）内和跨州旅行时”必须戴口罩的
百日强制令。

美联社认为，拜登在战疫方面，与特朗普
形成显著区别。美联社总结道，由于特朗普战
疫不力， 人们对政府和机构的信心不断下降。

拜登希望通过制定明确的目标，重建人们对政
府的信任。首当其冲必须加强联邦政府与地方
政府、各州之间的协调。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张国庆认为，抗
疫是美国头等大事， 拜登对此态度积极鲜明，

他重视安全措施，尊重科学家，制定的对策也
比较有针对性。

但拜登也存在挑战。张国庆认为主要集中
在三方面：第一，按目前速度，美国不会很快完
成全民接种，预计疫情在一两年内还会持续。第
二，特朗普遗毒不浅，不少美国人至今抗疫观念
淡漠，以“限制自由”为名排拒安全措施，不配合
接种。第三，一两年内的战疫常态化也会影响经
济，拖累劳动力供给，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

韦宗友认为，拜登酝酿的抗疫政策能否奏
效有待观察。以强制戴口罩为例，各州态度差
异很大，拜登去年 11月的相关呼吁就被 16名
州长联名反对。 所以能否有效执行要打问号。

再以复工复产为例，拜登计划“有序开放”，但
在接种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开口子”会否
引起病毒反扑？再有，1.9万亿美元救助法案能
否被国会放行，对跨党派合作也是考验。

美可能重返世卫
■本报记者 张全

分析人士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抗疫
面临的困境，也是全球不少国家面临的共同问
题。

它们主要包括：全球疫苗需求缺口巨大且
分配不均、 新冠病毒在世界多地出现变异等
等。全球抗疫前景短期内难言乐观。

在欧洲，德国宣布发现一种不同于已知变
异新冠病毒的新毒株，并将封锁令延长至 2月
14日。它也成为南非、英国等国后又一个发现
新毒株的国家。

在亚洲，日本多地进入紧急状态，疫情多
项数据破纪录，也使奥运会是否“再延期”成为
广为议论的话题。

在南美， 巴西宣布正式开始新冠疫苗接
种，此前，该国亚马孙州已经因为长期抗疫，医
用氧气告急，多亏了委内瑞拉给“地球绿肺”支
援“输氧”。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认为，

全球疫情未见曙光。首先，还是要科学抗疫，在
短期内快速阻断疫情传播，戴口罩等基本防疫
措施必须到位。其次，很多国家更多地需要依
靠疫苗来控制疫情。 而民众积极配合防疫，做
到令行禁止，也尤为重要。

在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二个年头之际，世卫
组织主导的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也在
18日发布一份中期调查报告，复盘了过去一年
全球抗疫经历，承认各国没能在疫情中团结起
来。“面对新冠大流行， 世界并未做好准备，人
们应采取更果断和有效的行动，减少大流行造
成的整体破坏……与之相反，本该发挥保护作
用的国家领导层表现令人失望，错过了防控疫
情的最佳时机。”

尽管报告中并未提到具体国家名称，但
《纽约时报》认为，这是在暗指美国等国家。整
个疫情期间，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以及对科学的
抗拒损害了美国控制疫情的能力，美国应对疫
情的失败愈加明显。

分析人士认为，拜登上台后，很可能带领
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在如今形势下，团结抗疫
方为正道，走多边主义之路才顺应全球抗疫大
局。“拜登时代”的美国能否在全球抗疫合作上
发挥积极作用，值得拭目以待。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20日电（记者 徐

剑梅 邓仙来）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
登 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
就职典礼上宣誓就任美国第 46任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