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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示威者暴力冲击国家最高立法机

构，正在开会的议员们惊慌地紧急撤离，警

察们持枪并用催泪瓦斯驱赶人群……近日，

这样的一幕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

厦。相关视频和照片迅速传遍全球，世界亲

眼目睹美国政治的又一乱象。

当枪声、口号声、打砸声响彻国会山，这

一美国自诩的民主道德高地遭受重创。国会

众议院讲台上的铭文——“团结、正义、宽容、

自由、和平”成为一句空话。有美媒惊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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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 乱◆

当地时间 1 月 6 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
顿，一群示威者高呼口号，挥舞旗帜，强行
越过警戒线冲进国会大厦，向正在进行大选
投票结果认证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施压。据
美媒报道，示威人群砸破门窗玻璃，还爬上
国会外墙，与国会警察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
突，现场曾传出枪声。国会警察紧急疏散议
员，选举人票认证过程一度被迫终止。

经历数小时混乱后，国会复会。6 日
晚，华盛顿已经开始宵禁，但国会大厦附近
仍聚集着大量示威者，与警方对峙。7 日，
示威人群又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外抗议。截至
目前，该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场发生在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前夕的“国
会陷落”大戏，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发生在
华盛顿的一切，绝不是美国。”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讲话中用英文说。根据美国国会历史协会资
料，这是国会大厦 1814年遭英国军队纵火以
来，遭遇到的最严重冲击。但这一次，攻入国会
山的不是外敌，恰恰是美国人自己。

欧美媒体发出感叹：所谓“世界民主的
标杆”，到底怎么了？英国 《卫报》 评论
称，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纽约时
报》指出，这是对美国麻烦不断的民主形象
的“粉碎性打击”。

欧洲领导人近期也密集表态。英国首相
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国会暴
乱”是可耻场面，“美国在世界各地主张民
主。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实现和平有序的权
力交接”。德国首相默克尔表示，民主的基
准是选举后有赢家，也有输家。双方都必须
恰如其分负责任地参与其中，让民主本身成
为赢家。挪威首相索尔贝格指出，“华盛顿
特区的场面，是对民主不可接受的攻击”。

◆撕 裂◆

“从表面上看，国会事件是美国国内一
派人因拒绝接受大选结果而发起的一次极端
性行动。从本质上看，这反映了美国长期积
累的各种矛盾已经导致了社会极度分化和撕
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
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在政治乱象发生的同时，美国国内严峻
的疫情形势再次拉响警报。据美国疾控中心
消息，截至1月8日，美国近7日平均日增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 24.8 万例，平均日增死亡病例
近 3000例，两项数据均创美国新冠疫情以来
新高。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心，美国国会暴乱
事件可能引发新冠病毒“超级传播”事件。

“疫情加剧了美国已经存在的不平等、

种族、医疗、极端政治分化等问题，但这还
不是全部。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为了一己私
利鼓励堕落和腐败，让美国的民主也变得极
度混乱。”西班牙 《阿赛贝报》 指出，美国
处于一个极度混乱和充满暴力的选举周期之
中，民主更像一触即发的火药桶。“2021
年，我们不只是谈论一群争吵的美国政治精
英，而且是一个对其管理机构和公共生活尊
严完全失去尊重的疯狂国家。”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会暴乱事件
相当程度上与近年来国内两党政治的极化环
境存在密切关联。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
主、共和两党中相互“极度讨厌”的人数比
例从25年前的16.5%上升至当前的80%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苏晓晖向本报记者指出，此次国会乱局中，
一些美国政客煽风点火，利用国内政治极化
为自己收割政治资本。而精英层的极化正加
速向社会层面传导，闯入国会山的示威者不
仅在抗议大选结果，也借此发泄对诸多社会
问题的不满。“两党政治斗争在疫情和大选
双重因素的刺激下愈演愈烈，进一步扩大了
美国社会的分裂。”

“美国的民主制度‘命悬一线’。”法国
《观点》周刊刊登评论称，在美国内部，多年
来技术官僚结构和金钱在选举活动中的作用
日益增强，这削弱了美国民主，也削弱了主
权属于人民的感觉。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
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美国的民主
危机体现在政客们制定的政策与人民真正的
需求割裂，实际上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和
排他主义。

◆丑 陋◆

不断攀升的新冠死亡人数、“我无法呼
吸”的悲惨呻吟、冲向国会山的示威人群……
去年以来，美国社会的种种乱象让这座所谓
全世界的“自由灯塔”暗淡无光。近日，有
美媒一针见血地发问：“美国现在还有什么
资格对别国的民主指手画脚？”

“一系列事件揭露了美国自身的丑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英国学者马丁·雅
克直言，美国政治乱局远未结束，它带来的
后果将越发明显。美国社会的分裂与迷茫，
将极大削减美国的世界影响力。

在苏晓晖看来，美国一向以“民主样
板”自居，以“教师爷”的姿态对其他国家
的政治制度指指点点。但其在抗疫、缩小贫
富差距、消解种族歧视等国内问题上应对不
力，充分暴露了体制的弊端。过去几年，美
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也没有很好
地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在此情况下，一
些政客不思解决问题，反而借此捞取私利。
他们秉持着‘美国生病，其他国家吃药’的
思路，一味‘甩锅’推卸自身责任，更使美
国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袁征指出，美国的一些价值观，即所谓
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理念，是
西方世界价值观的集中代表。当今的国际秩
序，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
的，其中体现了许多西方的价值观。多年
来，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推
行这套价值观。“如今，美国政治乱象丛
生，不仅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也是在
打整个西方世界的脸，同时让人们对西方价
值理念产生了疑问。这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
说，都是一次强烈的冲击。”

近期，某知名国际政策咨询机构给出了
关于2021年世界面临的政治风险的预测，把

“分裂的美国”作为风险的第一位。在苏晓
晖看来，这说明美国国内的一系列动向很可
能会投射在外交安全政策方面。对西方世界
来说，一个分裂的美国在冲击它们的信心，
包括制度上的信心，其承担的责任可能会越
来越少。这样的美国，将会对西方体系以
及西方希望构建的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上图：1 月 6 日，美国首都华盛顿，聚
集在国会大厦前的示威人群。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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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山陷落”。没有人想到，电影中的情景会成
为现实。

国会山，美国制度的象征。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
目中，那是美国骄傲的神圣所在。

美国，“世界民主灯塔”。“美式民主”，则是“山
巅之城”的荣耀所在。

然而，2021 年初，美国却遭遇震惊世界的“至暗
时刻”。美国国会遭遇暴力冲击，4名抗议者死亡，1名
警察重伤后不治身亡。国会依照宪法正在举行的确认
大选结果的程序也被迫中断。

这一切，迅速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有人说，美
国已经无法在权力交接过程中避免暴力和流血破坏。
也有人说，暴力冲击之后，美国最终按照程序确认了
大选结果，这恰恰证明了民主的韧性与生命力。

不过，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否认：美国的全
球形象遭到损害。一夜之间，“美式民主”变得无比
脆弱。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近日发布
《2021 年世界十大风险报告》，将“分裂的美国”排在
首位，强调极端的两极分化给美国民主合法性带来了
风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
指出，美国社会当下乱局，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矛
盾，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美国的衰退。在过去的
40年中，美国半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或处于停

滞状态。如今，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已回到20世纪30年
代大萧条时的水平。疫情加剧了美国的痼疾：贫富分
化、种族问题、医疗问题、政治极化……诸多分析均
认为，美国面临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实际上，很多人的美国梦结束了。医疗体系堪称世
界最强大的美国，却在疫情中保持着确诊人数和死亡人
数的“双冠王”、反抗警察暴力与种族歧视的“黑命贵”运
动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多地、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一波三

折甚至最终上演了暴力冲击国会山的政治闹剧……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只可惜，美国信奉的却

是“众人皆错我独对”。美国开始满世界寻找可以“甩
锅”的对象：多次苛责国际组织，甚至在疫情最严峻
的时刻退出世卫组织；高高举起制裁大棒，再亲密的
盟友都难逃其怒火；频频把矛头指向中国，抹黑、“甩
锅”推责花样百出，甚至在国会山遭遇暴力冲击之
后，还有人别有用心地对中国媒体“挑骨头”……

发生在美国的这一切，令人无限感慨：曾标榜全
球民主模范国家的美国为何现在沦落到如此地步。国
会山上的一幕直白地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之痛，无情
地撕下“美式民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彻底把“世
界民主灯塔”拉下了“山巅之城”……

如今，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人类站在了历史
的十字路口。该如何实现所有人都期望的和平、稳定
和安全？美国国会山的这一幕无疑是一个反例。

“民主楷模”何以如此沦落？
张 红

观 象 台

进入 2021 年，欧洲大陆的疫情发展仍
然非常凶猛。传染力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
在欧洲多国如野火般蔓延，给欧洲的疫情
防控增添新挑战。不少欧洲国家又重新启
动了最为严厉的封禁措施。在新的一年，
疫苗大规模接种将是欧洲防控疫情的有利
因素之一。但疫苗接种乱象也让欧洲抗疫
形势并不乐观。

据英国《卫报》报道，世卫组织警告称，
新冠病毒正在欧洲大陆迅速蔓延，一种新毒
株的到来造成了“令人警惕的局面”。世卫组
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表示，尽管疫

苗的到来提供了对抗病毒的“新工具”，但
该地区53个国家中几乎有一半都报告，其7
天新增发病率达到了每 10 万人 150 例，而
1/4的国家在过去一周中单日新增病例激增
超10%。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闫瑾认为，欧洲疫情防控难度加剧原因
在于，第一，病毒毒株变异增加了疫情防控
难度；第二，天气变冷，温度下降，有利于病
毒存活和传播；第三，欧洲国家政府防控防
疫措施不到位，落实难，做不到应收尽收，
应检尽检；第四，欧洲民众防控防疫意识淡
漠，部分民众对防疫措施存在抵触情绪，不
戴口罩、随意出游、聚会聚餐者大有人在。

目前，英国的疫情形势最令人担忧。自
今年元旦以来，英国每天的新增确诊人数都
超过5万，成为欧洲大陆疫情形势最为严重
的国家。自 1 月 5 日开始实施“三度封城”
后，英国防疫效果令人担忧。据英国 《镜
报》 1月 9日报道，全英医疗系统目前正处
于崩溃边缘。

闫瑾介绍，2020 年 12 月，英国首先发

现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疫情防控形势突
然严峻。自2020年12月20日起，英国政府
提升伦敦等部分地区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
至最高级别四级，非必要用品零售商店及
大多数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原先允许的节
日家庭聚会也被禁止。

德国已将全国范围内的封锁延长至1月
底。法国东部地区的宵禁时间，也从每天
20点提前至 18点。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采
取了学校停课以及部分封禁的措施。

“圣诞节和新年加剧了这波疫情的扩散
和传播。英国和欧洲各国政府都采取了更

加严格的防控措施，限制经济活动。整个欧
洲几乎再度接近全面停摆，而且这次社区隔
离比2020年春季时更为严格。”闫瑾说。

当前，新冠疫苗正在欧洲各国推广。
但这离欧洲战胜疫情还有不小的距离。

“疫苗上市，不意味着欧洲疫情能马上
好转，加之毒株变异对疫苗有效性的影响还
不明确。”闫瑾表示，疫苗有助于缓解欧洲
疫情防控的紧张局面，但大范围接种疫苗尚
需时日。有专家预测，要产生群体免疫效
果，需要85%的人群接种疫苗。

在疫苗接种上，欧洲各国速度不同，
且乱象丛生。据统计，目前英国已经接种
130万人，德国 30万人。而法国只有 2.3万人
接种，仅占总人口的万分之四。

“当前，欧洲的疫情治理难度加大，疫情
蔓延时间增加。”闫瑾认为，原本预计欧洲
2021年第一季度疫情好转甚至结束，经济开
始恢复正常，现在看来不得不把这一预期推
迟。欧洲国家一方面应该扩大疫苗接种范
围，提高疫苗接种速度；另一方面还应该根
据疫情防控需要，继续推行严格的防控措施。

寒冬来临毒株变异 多国重启封城限聚

欧洲抗疫形势欧洲抗疫形势不乐观不乐观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当地时间 1月 9日 14时 36分，印尼
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载有 62 人的波音
737-500客机从雅加达国际机场起飞，4
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系，之后被发现坠
毁在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海域。事发后，
印尼国家搜救局联合印尼交通部、海军、

空军等部门，出动舰船、直升机、潜水员
等参与搜救。

图为1月11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
加达北区的丹戎不碌港附近，救援人员等待
潜水员运送装有打捞物的袋子。

新华社/法新

印尼加紧搜救失事客机印尼加紧搜救失事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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