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刁大明认为，“攻占国会

山” 背后，反映了美国社会撕裂与

政治极化的程度“深不见底” 。

首先是党争“部落化” 。 此前

两党背后有不同利益，不同政策议

题上虽有争议，但在一些领域尚可

“妥协” 。但过去 4年，两党之争逐

渐演变为“身份政治” ，选民支持

某党只是因为某些与生俱来的标

签，例如白人至上、种族正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形同两个

部落， 对美国作出各自解释，由

“一个美国” 来反对 “另一个美

国” ；2020 年大选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两个美国各选各的总统” ，很

难留有妥协或调和余地。

其次是政治极化高于一切。美

国当前的极化，可以说已经超越基

本伦理范畴。 疫情暴发，几千万人

确诊、数十万人死亡，但因为政治

极化，甚至可以抛弃生命，不管不

顾。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已被极化

政治颠覆。

美国乱局将何去何从？从具体

问题看，疫情、经济衰退、种族问

题、政治极化都需下届政府作出回

应。 但归根结底，最为棘手的问题

是：如何应对一个撕裂的美国？

当前，美国两党的参议院席位

呈 1：1 持平状态，下届美国总统面

临的立法成本并不低。至于美国建

国至今都未能彻底解决的种族问

题，如今当然更难办；经济、阶层、

就业等结构性矛盾需要整体性触

动既得利益，恐怕也不轻松。

有人说，美国需要一位“治愈

系总统” 。 但问题是，美国是否愿

意接受“救治” ？目前看，美国很难

回到此前的国际角色。 之后的美

国，最好的“疗愈” 恐怕是不让问

题继续恶化，避免“疯狂” ，深层次

平衡与缓释国内国际问题。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

斯曾提出过一种理想化的解决方

案。 他说，美国需要一种真正的领

导力，“一种有勇气摆脱某些利益

控制，完全支持对社会和国家的整

体有利的政策的领导力” 。 他极为

现实地发出警告，称当前的美国正

面对三种负面后果： 随波逐流、墨

守成规而导致危机、以民粹主义形

式表现出伪领导力。

有观察人士将美国当前处境

与该国内战时期作对比。 应该说，

现在的冲突烈度当然不及内战。但

要看到，内战虽短时间内付出巨大

成本， 但目标实现了———结束内

战、国家统一；当前却是“钝刀子

割肉” ，美国内部各方的互嵌化很

难“破局” ，没有确切迹象显示能

通过改革达成联邦层面共识。

在此意义上讲，“攻占国会

山” 所代表的民粹式、激进反建制

“路线”尤为艰困，很难看到希望。

据《央视》

突发骚乱

从 5日起，上万名美国右翼选民

在总统特朗普号召下，从各州赶赴华

盛顿。6日，这些人在白宫外举行“拯

救美国”示威集会。 特朗普在集会上

讲话，拒绝承认败选，宣称选举“被

偷窃” ，被“操纵” ，自己将“永不放

弃、永不认输” ，并痛斥不支持他的

“软弱的共和党人太多了” ， 敦促示

威者游行到国会大厦。

随后，数百名示威者冲入国会大

厦，与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当时，

参众两院正根据宪法规定召开联席

会议，在副总统彭斯以参议院议长身

份主持下，统计并认证各州选举人团

计票结果。这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

一步程序，以往只是“走过场” ，这次

却遭到示威者冲击。 事件发生后，彭

斯被紧急护送离开会场，五角大楼急

调国民警卫队增援，华盛顿特区和五

角大楼所在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相

继宣布宵禁。

面对混乱局面，当选总统拜登发

表电视讲话， 呼吁特朗普捍卫宪法，

站出来 “结束其支持者对国会的包

围” 。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简短视

频，重申“选举被偷窃”的说法，同时

呼吁示威者“回家” 。当晚，社交媒体

推特宣布冻结特朗普账号 12小时。

政治乱象

根据公开声明，占众议院共和党

人约三分之二的至少 140 名共和党

籍众议员和占参议院共和党人近四

分之一的至少 12 名共和党籍参议

员，将支持特朗普试图推翻总统选举

结果的努力，人数之多超乎美国朝野

许多人士意料。但 6日在华盛顿集会

现场， 特朗普之子小唐纳德·特朗普

仍然批评国会共和党人做得不够。他

说：“这次集会应该向他们传递一个

信息：这不再是他们的共和党，这是

唐纳德·特朗普的共和党。 ”

此前，由于缺乏证据支持，特朗

普及其支持者发起的约 60 起选举诉

讼都被驳回或撤销。为何仍有如此多

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

的努力？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相当程度

上与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环

境存在密切关联。 党争越来越白热

化，社交媒体“回音壁” 效应越来越

强，使得“信息茧房” 不断被加固。再

加上许多政客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

事实真相， 媒体报道又往往一边倒，

导致美国社会互信持续削弱。

6 日国会对选举结果的认证本

该为这次总统选举画上句号，却不料

成为美国分裂的又一个波峰。

针对国会遭冲击一事，拜登在电

视讲话中呼吁“重建一种解决问题、

守望相助、而不是煽动仇恨和混乱的

政治” 。 但这一事件恰恰凸显了拜登

上台后将面临的严峻现实：美国不仅

受到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的严重冲

击， 还将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继续撕

裂。正如美国作家本·希恩说：国会遭

冲击事件表明，美国有大量“重建工

作”要做。 新华社特稿

2021�年1月8日 星期五

视点

编辑／版式 贺孝瑚 校对／ 孟瑜

12

美国首都华盛顿 6日下午发生美国政治史上罕见一幕。 大批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正在

举行的认证大选结果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被迫中断。 据报道目前已有 4 人在国会暴力事件

中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这些拒绝接受总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越过警戒线，翻越国会大厦围墙，打碎窗户，与警

察混战。相关视频画面迅速传播到全球，让世界再次目睹美国政治乱象。美媒称，这是美国现

代史上权力移交第一次“在华盛顿权力走廊内演变成一场实体对抗” ，“暴力、混乱和破坏,

动摇了美国民主的核心” ，美国“政治体系可能已经受到永久损害” 。

美国乱局将何去何从

一名抗议者进入美国众议院议

长南希·佩洛西办公室，“享受” 了一

把佩洛西的座椅。 随后，他的“摆拍”

照片迅速在全球媒体和互联网上扩

散，成了“世界名画” 。 同时，该男子

还拿走了一个写有佩洛西名字的信

封。

另一名抗议者抱走了众议院院

长佩洛西的讲话台，下落不明。 此后，

网传该讲话台被放在 eBay 上拍卖，

网友的出价一度高达近 10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64 万元）。 不过，目前

该讲话台已被网站下架。 据新华社

一名抗议者

佩洛西办公室摆拍

黎巴嫩外交官

发绕口令式神评

对美国国会暴乱抗议，黎巴嫩外

交官、 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萨

法在推特回应此事，由于内容类似绕

口令又充满讽刺， 所以被网友称为

“神评论” 。

穆罕默德·萨法说：“如果美国看

到美国正在对美国做的事，美国肯定

会入侵美国，并从美国暴政的手中解

放美国。 ”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国会遭冲击 美国政治乱象加剧

似曾相识的场景

看到了“双标”

1 月 7 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问： 美国国会遭冲击已造

成 4人死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很多人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似曾相识的情景，但是美方一些人，包

括一些媒体做出的反应截然不同。 香

港 2019 年 7 月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

香港立法会大楼， 他们肆意损害立法

会的设施， 使用有毒的粉末和液体袭

击和围殴警察，甚至咬断警察的手指，

用刀刺杀警察， 但是香港的警方保持

了高度的克制和专业， 没有一个示威

者死亡。 但是现在在华盛顿发生的事

情， 暴力程度和破坏程度没有当年在

香港发生的那么严重， 但是你提到已

经有 4个人死亡。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当时美国的官员议员还有一些媒体，

他对香港用的是什么词？ 现在他们对

美国用的又是什么词呢？

我也留心搜寻了一下， 对冲击国

会事件，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众口一词

谴责“这是暴力事件”“暴徒”“极端

分子”“恶棍”“是耻辱” 。 那么当年

他们形容香港的那些暴力示威者的时

候用的是什么？ “亮丽的风景线” ，把

这些激进暴力的示威者美化成“民族

英雄” ，说美国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想，美方的一些人对 2019 年香港发

生的事情和今天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

情，反应和用词截然不同，这种鲜明的

对比及其背后的原因是令人深思的，

值得大家都进行严肃和深刻的反思。

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希望安全和

安宁的， 特别是在当前疫情的严峻形

势下， 我们也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尽快

享有和平、稳定和安全。

据《人民日报》

★最新消息

美国东部时间 7 日凌晨，美国

国会联席会议确认， 拜登赢得 306

张选举人票， 当选下一任美国总

统。 现任总统特朗普随后发表声

明，承诺政权交接将有序进行。

6日下午， 国会参众两院依照

宪法规定召开联席会议，统计并认

证 2020 年总统选举各州选举人团

计票结果。 会议期间，部分支持特

朗普的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与警

方发生冲突。 议员随即被疏散，国

会休会。 警方说， 暴力事件造成 4

人死亡，至少 14 名警察受伤，52 名

示威者被逮捕。

警方对国会大厦内部实施清

场后，联席会议于 6 日 20 时恢复。

在完成全部 50 个州的计票结果认

证后，以参议院议长身份主持会议

的副总统彭斯宣布，拜登当选美国

第 46任总统，哈里斯当选副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凌晨发

表声明说，尽管他不同意总统选举

结果， 但定于 1 月 20 日的政权交

接将有序进行。

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 6 日

宣布，由于部分示威者可能将暴力

示威持续至 20 日当选总统拜登就

职，华盛顿公共紧急状态将延长 15

天。 此前华盛顿已宣布于当地时间

6日 18时至 7日 6时实施宵禁。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 “选举人

团” 间接选举制度。 选举人团由

538名选举人组成， 获得半数以上

即至少 270 张选举人票的候选人

获胜。

据新华社

美国国会正式确认拜登当选总统

美国在世前总统 6 日分别发

表声明， 谴责现任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

打断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参众两

院联席会议。

共和党籍前总统乔治·W·布

什说：“自选举以来一些政治领导

人不计后果的行为，以及今天显示

的对我们的制度、传统和执法机构

缺乏尊重让我瞠目结舌。 ” 在他看

来，那些冲击国会的人被“谎言和

虚假的希望”驱动。

民主党籍前总统贝拉克·奥巴

马说，这是“令人作呕和心碎的一

幕” 。他说，特朗普“持续就一场合

法选举的结果毫无根据地撒谎” 。

另一名民主党籍前总统比尔·

克林顿说：“我们的国会大厦、宪

法和国家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 ”

他认为，四年多的“毒药政治” 散

播故意编造的假消息、对国家体制

的不信任以及让美国民众相互对

立，矛盾激化升级为冲击。

现年 96 岁的民主党籍前总统

吉米·卡特说， 国会大厦的场景让

他“忧心” ，这是“国家悲剧” 。 他

期待能和平解决，“让我们的国家

能够治愈，像过去两个多世纪那样

完成权力和平交接” 。

据新华社

美国前总统齐声谴责冲击国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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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吓坏的议员

抗议者和警方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