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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广播公司 3日报道，美
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妻子、前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
顿将出席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的就职仪式。

报道说，克林顿夫妇的助手确
认，二人将于20日出席特朗普的
就职仪式。

经过一场白热化的“口水战”，
希拉里在去年总统选举中被特朗
普击败，她自此很少出现在公众视
线中。

美联社报道，除克林顿夫妇，前
总统乔治·W·布什（小布什）和妻子
劳拉、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妻子罗莎
琳也将出席特朗普的就职仪式。

美联社注意到，虽然同属共和
党，小布什与特朗普之间也曾有过不
愉快。在共和党初选中，小布什的弟
弟、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与
特朗普是死敌，而且小布什也公开声
明不支持特朗普。不过特朗普胜选
后，小布什给特朗普发了贺电。

小布什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
小布什夫妇“非常高兴”能够见证
特朗普宣誓就职。

小布什的父亲、现年92岁的
前总统乔治·H·W·布什和妻子
芭芭拉由于健康原因将不出席
就职仪式。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距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任不到三个星期，现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频频出手，不断以实际行动在俄罗斯问题、中东问题、关闭
关塔那摩监狱等方面与当选总统“唱反调”。

不少媒体由此惊呼，美国出现“两个总统”。舆论认为，罕见
局面背后，是奥巴马维护政治遗产的决心，是不同政党与不同
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更是美式民主深层次矛盾爆发的体
现。专家认为，美国“总统政治”已进入不稳定时期。

美国政坛近来格外“热闹”，经
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奥巴马政府与特
朗普团队分别就同一问题发表看法
甚至采取行动，意见通常相左。

双方最新一次交锋与关塔那摩
监狱有关。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承诺
关闭该监狱，不过8年过去仍未兑
现当初诺言。

特朗普3日在社交网站“推特”
上写道，美国政府不应该继续从关
塔那摩监狱“释放”囚犯。白宫稍后
证实，奥巴马计划在本月20日离任
前宣布再转移一批此前已经通过安
全背景审查的囚犯。

对于特朗普的推文，白宫发言
人乔什·欧内斯特回应称，政府考虑

释放更多囚犯。
除了关塔那摩问题，双方还在

俄罗斯问题上激烈碰撞。奥巴马
去年底突然宣布驱逐35名俄罗斯
外交官，以“俄罗斯通过网络手段
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为由对俄实施
制裁。而这一说法被特朗普方面
多次否认。

在巴以问题上，奥巴马刚给联
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开
绿灯”，特朗普就在“推特”大呼以色
列挺住，等他上台。

3日，美国新一届国会正式开
幕，由共和党人把控的参众两院预
计将聚焦三件事：一是减税，二是减
少政府监管，三是废除或替代现有

医疗改革法案，媒体认为这是明显
“打脸”奥巴马以往政策理念。

双方争斗甚至表现在记者会
上。奥巴马 2 日刚宣布，将于 10
日回到芝加哥发表卸任告别演说，
特朗普 3日就宣布，将于 11 日召
开自己当选以来的首次记者会，火
药味甚浓。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
刁大明认为，奥巴马与特朗普“斗法”
意在向不同方向引导政策，有些重在
制造舆论压力，有些则能对美国政府
未来政策走向产生实质影响。

“比如以色列问题和俄罗斯问
题，都是奥巴马政府在通过公开程
序明确自身态度，为特朗普政府创
造舆论压力，但具有一定逆转性，”
刁大明说，“而医改法案等问题则会

体现出民主、共和两党较强争斗性，
将是两党争斗的‘开年大戏’。”

他认为，共和党在新一届国会
的重点目标很可能聚焦于奥巴马力
推的医改法案，并通过预算授权法

案等手段使法案“实际瘫痪”。“这是
奥巴马比较担心的一点，因为医改
法案是奥巴马在美国国内的重要政
治遗产。”

刁大明认为，目前奥巴马最关心

的就是如何捍卫自己的政治遗产、并
促使特朗普继续推进和落实这些法
案。“如果失去连续性的话，奥巴马有
关医疗改革、亚太战略、环境问题等方
面的政治遗产会大打折扣。”

除此以外，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长期存在的党争也是造成目前“双
总统”并行局面的原因之一。

刁大明认为，两党党争是美
国政治长期弊端，目前出现的倾
向是两党妥协度越来越小，斗争
和对峙的烈度越来越大，“出现

这种局面与美国政治极化倾向
有关”。

刁大明认为，由于美国面临的
内外挑战都出现复杂化、交织化的
倾向，一个政党很难拿出让另一个
政党以及民众都认同的方案。因此
为保证连选连任和党派利益，很可

能要用“极化”政策或言论才能吸引
更多中间选民。

“这种情况下，为何两个代表不
同政党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人物

‘水火不相容’就不难理解了，”刁大
明说。

他认为，过去近24年间，来自

两党的总统均能获得连任，而其所
属政党却无法实现“连庄”，总是8
年一换。“总统因为宪法限制不能谋
求连任时，没办法把自己的政党留
在白宫，这说明美国总统政治进入
了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政府的
政策和政治议程相应也进入了一个

不稳定的时期。”
具体到政府的政策走向上，“特

朗普会在多大程度上推翻奥巴马先
前的政策，则要看共和党与民主党
的博弈，甚至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博
弈了，”刁大明说。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国内国际舞台频频交锋

美国政治出现“极化”倾向

“斗法”意在向不同方向引导政策

共和党人保罗·瑞安3日再次
当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当天，美国第 115 届国会在
华盛顿开幕，参众两院新当选议
员宣誓就职。

在当天的表决中，46岁的保
罗·瑞安获得239名议员支持，民
主党籍前议长佩洛西获得189名
议员支持。

保罗·瑞安是来自威斯康星州
的议员，曾是2012年总统选举共和
党副总统候选人。他2015年接替
卸任的约翰·博纳，成为美国史上最
年轻众议院议长之一。

美联社说，在共和党人唐纳
德·特朗普即将出任美国总统之

际，瑞安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重
要角色。

随首保罗·瑞安连任美国会众
议长，美国第115届国会3日开始
履职。

由于目前参议院和众议院都
由共和党把控，因此或将对奥巴马
政府多项政策进行调整。

据美联社报道，新一届众议
院有 52 名新议员，共和党目前
拥有 241 个席位，民主党有 194
个席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
席位中占据52席，继续保持继上
一届国会以来在参众两院的优势
地位。

目前在参议院中，共和党人米

奇·麦康奈尔担任多数党领袖，民主
党人查克·舒默担任少数党领袖。
在众议院中，共和党人保罗·瑞安当
选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南希·佩洛
西为少数党领袖。

新一届国会中共有52名新人，
包括27名共和党人和25名民主党
人。其中众议院迎来了第一位印度
裔女性议员。在参议院，女性人数
迎来新高，且第一次有拉丁裔女性
参议员。

根据美国库克政治报告网的
分析，在本届国会中民主党的组
成较共和党更为多元化。有87％
的共和党众议员为白人男性，而
民 主 党 众 议 员 中 这 一 比 率 为

41％。其中支持民主党的选区大
多集中在东西海岸城市化高的地
区，而支持共和党的地区则多在
中部州和乡村地区。

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
待奥巴马医改法案，即《平价医疗
法案》和移民等问题上有较大分
歧，但两党都支持调查俄罗斯是
否干预美国大选。

美国参议员一任6年，每个州
有两名参议员，众议员一任两年，
各州众议员数量根据州人口多少
不等。每两年进行国会选举，所
有的众议院席位和三分之一的参
议院席位参加改选，议员没有连
任限制。 （综合新华社电）

印尼宣布
中止同澳一切军事合作

新华社雅加达1月4日电 印度尼西亚军方
4日说，由于澳大利亚方面侮辱印尼建国五项基本
原则，印尼已中止同澳大利亚的一切军事合作。
印尼军方发言人武尔扬托说，印尼在上月中旬就
已作出这一决定，因为双方军事合作的内容有很
多都对印尼不利。不过澳方侮辱印尼建国五原则
是印尼作出中止军事合作决定的主要原因。

此前，印尼军官在澳大利亚参加两军交流
活动期间，发现澳军方一份训练材料中含有侮
辱印尼建国五原则内容。

巴西搜捕越狱犯
54人被抓获，仍有130人在逃

1日下午，巴西北部亚马孙州3所监狱内的
帮派争斗引发长达17小时的暴动，造成60名
囚犯丧生，近200名犯人越狱。亚马孙州军警
正全力搜捕在逃犯人，巴西司法部长表示，计划
全面改革监狱系统，以解决该国监狱人满为患、
暴力猖獗等问题。

1日下午，亚马孙州阿尼西奥·若宾监狱内
两个帮派之间争斗引发暴动，56名囚犯丧生，
其中一些人被斩首，尸体被扔出监狱围墙。混
乱中，112名囚犯沿此前秘密挖掘的一个地道
网络从监狱逃出。

之后，亚马孙州另外2所监狱也发生暴动，
不过局势很快得到控制。尽管如此，还是有72
名囚犯从安东尼奥·特林达迪监狱逃出，普拉克
夸拉监狱4名囚犯在斗殴中丧命。

2日清晨，阿尼西奥·若宾监狱秩序得以恢
复，在相持过程中被扣为人质的12名狱警获
释，一名警察在与囚犯交火中受伤。警方在监
狱的墙上发现一个洞，据称武器就是通过这个
洞偷运入监狱。

截至2日下午，54名越狱犯人被抓获，另
有130名仍在逃。警方设立路障，增加巡逻人
员，大力搜捕在逃犯。休假警员和军人也被召
回，充实人手。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政局

共和党控制的美国新一届国会履职

保罗·瑞安连任众议院议长
希拉里将出席
特朗普就职仪式

美国“两个总统”斗法
美“总统政治”已进入不稳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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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议员们参加新一届国会会议。 （本栏照片：新华社发）

俄菲举行首次联合军演
美国称“没意见”

俄罗斯海军编队3日正式开始对菲律宾的友
好访问，并计划与菲方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演练。
俄罗斯媒体称这是两国“史无前例”的海军交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对此“没意
见”。而美国军方宣布，“卡尔·文森”号航空母
舰战斗群最快于5日出发，前往西太平洋进行
常规部署。

杜特尔特去年6月底上任后，大幅调整对外
政策，试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去年8月，俄菲官
员在马尼拉会晤，两国开始协商防务合作协定。
12月，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外交部
长佩费克托·亚赛访问莫斯科，讨论经贸、军事合
作等议题，为杜特尔特今年四五月访俄做准备。

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
究中心研究员王晓伟认为，在美国候任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1月20日就职后，俄美关系、菲美关系
都可能出现明显改善，尤其是，俄罗斯希望为重启
俄美关系营造友好氛围，对这次军舰访菲总体保
持低调，对俄菲今后可能的军事合作也没有大张
旗鼓。而且，菲律宾国内原本就存在制约杜特尔
特改变对美政策的势力。因此，俄菲此次军事交
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土耳其外长称

夜总会恐袭者身份确认
据新华社安卡拉1月4日电（记者邹乐

施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4日对媒体说，土
耳其警方已经确定了1日凌晨伊斯坦布尔夜总
会恐袭事件枪手的身份，正展开对事件的进一
步调查和对枪手的追捕工作。

恰武什奥卢没有透露袭击者姓名等详细信
息。土耳其多安通讯社4日报道说，土耳其西部
城市伊兹密尔警方当日上午在该市布扎区共逮
捕40名疑似与恐袭事件有关的疑似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成员。这40人主要是恐袭枪手的亲属。

1月3日，在海地太子港，海地特卡勒党候
选人若弗内尔·莫伊兹发表讲话。

海地选举法院3日宣布，海地2016年11
月举行的大选结果有效，执政党海地特卡勒党
候选人若弗内尔·莫伊兹当选总统。

新华社/路透

选举法院确认

莫伊兹当选海地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