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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9日电
记者 孙丁 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
定于 20 日宣誓就任美国第 46 任总
统。第 45 任总统、共和党人特朗
普当天将卸任。

近来，美国国会骚乱阴云未
散，首都华盛顿安保严密堪比战
地，其他一些地区气氛也高度紧
张，安全措施全面升级。加之特朗
普已明确表示将破例不出席拜登就
职典礼，许多美国媒体形容此次总
统权力交接“史无前例”。

华盛顿堪比战区

白宫和国会大厦戒备森严，国
家广场周围路段几乎全线车辆限
行，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安
保人员和重型军用车辆层层把守，
重点区域和重点建筑周围竖起围栏
⋯⋯这是记者在华盛顿特区看到的
景象。法新社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绿区”来类比此刻的美国首都。
1 月 6 日发生的国会暴力事件

不仅成为特朗普再次遭众议院弹劾
的导火索，而且让总统权力交接笼
罩上浓重阴霾，引发各方对拜登就
职典礼能否安全举行的担忧。

特朗普此前宣布首都华盛顿于
1 月 11 日至 24 日处于紧急状态，并

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
“调动和提供必要设备和资源”，协
调帮助就职典礼前后的联邦和地方
安保工作。美国特工处华盛顿地区
负责人马修·米勒日前表示，决不允
许混乱和非法行为再次发生。

五角大楼调派 2.5 万名国民警
卫队队员参与就职典礼安保工作。
美国 《国会山》 日报网站称此为

“华盛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安保驻
军”。对比之下，目前驻阿富汗和

伊 拉 克 的 美 军 总 数 不 过 约 5000
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沃尔
夫·布利策在社交媒体上说，华盛
顿现在的样子就像巴格达、摩苏尔
等战乱地区，让人感到“很悲哀”。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
调查局正在对所有进驻华盛顿的国
民警卫队队员进行审查，以防出现

“内部袭击”。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
里斯托弗·米勒 18 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没有情报显示存在“内部袭

击”威胁，但在保证华盛顿安全的
问题上不会留任何死角。

多地气氛紧张

国会暴力事件后，特朗普在各
方压力下承诺把注意力放在权力平
稳有序过渡上。他日前在一份声明
中呼吁“不要出现任何暴力、违法
和破坏行为”。

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依然警告
说，从 16 日开始，全美 50 个州的
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示
威活动。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
霍坎森表示，各地国民警卫队与当
地执法部门正保持密切协调，以提
供所需的支持。

过去几天，多个州的议会大楼
外出现示威活动，规模不大，总体
平和。有些地方的示威活动中还有
人持枪，但未发生暴力事件。

不过，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不会
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这将使特朗
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缺席继任
者就职典礼的卸任总统，也是 150
多年来头一次。尽管美国没有明文
规定卸任总统必须参加新总统的就
职典礼，但双方共同亮相属于惯
例，象征权力和平交接。此外，特
朗普迄今未打电话祝贺拜登当选或
承认自己败选，这些都打破了美国
政治惯例。

拜登20日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特朗普当天将卸任

美国严阵以待总统权力交接

这是 1 月 18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大厦和隔离围栏。因附
近地区发生火灾，美国国会大厦及相邻的参众两院办公楼 18日被临时封
锁。美国特工处说，这一事件没有对公众构成威胁。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8 日电
（记者刘品然） 美国总统特朗普 18
日说将于本月 26 日起取消针对部
分国家的旅行限制措施，当选总统
拜登的过渡团队随即表示就职后将
继续实施这些限制措施。

特朗普当晚宣布，美国此前因

新冠疫情蔓延而对欧洲申根区成员
国、英国、爱尔兰和巴西的旅行限
制措施将于美东时间 1 月 26 日凌晨
0 时 1 分起取消。

拜登的发言人珍·普萨基随即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鉴于疫情仍在
恶化以及全球多地出现更具传染性

的变异新冠病毒，现在不是取消国
际旅行限制措施的时候。她还说，
拜登政府无意在 26 日取消这些限
制措施，还将计划在国际旅行中加
强公共卫生措施。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8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400 万
例。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
月 12 日宣布的一项新规定，乘飞机
入境美国的旅客在起飞前 3 天内进
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登机前提供
检测阴性或曾感染新冠但已康复的
证明。该规定将于本月 26 日起生
效，根据这项规定，航空公司必须拒
绝不能提供相关证明的乘客登机。

美国政府于去年 3 月对欧洲申
根区 26 个成员国以及英国、爱尔
兰实施旅行限制措施，并于同年 5
月对巴西实施旅行限制措施。

特朗普取消部分旅行限制
拜登团队称将不予执行

据新华社日内瓦 1月 18日电
（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18 日表示，新冠疫情持续
时间已有一年，世卫组织所有会员
国及世卫组织自身应从疫情中汲取
三个教训，分别涉及对疫情的准备
和应对、人与动物和地球的关系以
及加强世卫组织建设等方面。

谭德塞在当天举行的世卫组织
执委会会议上发言时表示，这三个
教训适用于所有人，是未来“学
习、变革、创新和成长所需要的”。

首先，在对大流行的准备和应
对方面，新冠疫情让世界上即使最
富有、最强大的国家都感到惊讶和
措手不及，这暴露出各国在应急准

备方面普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
谭德塞认为，新冠大流行表明，以
往根据专家对各国防疫准备状况的
评估而推出的一些疫情应对工具已
显不足。

其次，人们应该认识到，人
类、动物和地球的健康是紧密交织
在一起的。由于近年来 70%以上新
发现的疾病与动物的传播有关，谭
德塞敦促各国从根本上加强监测和
管理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之间的
接触风险，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

第三，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世
卫组织。谭德塞表示，各会员国已
确定世卫组织未来面临的最大障碍
之一是可持续和可预测的筹资。

谭德塞：

各国应从新冠疫情中
汲取三个教训

新华社萨拉热窝 1 月 19 日
电 贝尔格莱德消息：塞尔维亚药
品和医疗器械局 18 日晚批准使用
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

塞尔维亚药品和医疗器械局官
员帕维利·哲利奇当晚对当地媒体
宣布，根据欧盟与世界卫生组织的
标准，该局审评了相关文件与科学
证据，确认了中国新冠疫苗的质

量、有效性与安全性。
首批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

新冠疫苗 16 日上午运抵塞尔维亚
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
武契奇、卫生部长隆查尔以及中
国驻塞大使陈波前往机场迎接这
批 疫 苗 。 武 契 奇 在 迎 接 仪 式 上
说，这批疫苗是塞中两国“伟大
友谊的证明”。

塞尔维亚批准使用
中国新冠疫苗

1月18日，在危地马拉奇
基穆拉省靠近洪都拉斯的边
境小镇巴多翁多，大批中美洲
移民聚集在一条道路上。

约 8000名中美洲移民 1
月15日以来陆续进入危地马
拉，移民队伍中有数以千计
洪都拉斯人，危地马拉方面
派出安全部队试图阻拦，双
方冲突不断。（新华社发）

危安全部队阻拦北上中美洲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