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天下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责编：皮历 美编：孟宪东

谁将接棒默克尔 菅义伟能否连任 美伊关系何去何从

2021年，这六场选举世界关注
2021年，世界多国将举行选举。德

国、日本、伊朗是地区重要国家，由谁担任
新领导人将影响其所在地区局势；以色列、
伊拉克、秘鲁的选举则关乎其国内政治乱
局走向。这些选举各有哪些看点？

德国：谁将接棒默克尔

德国将于9月举行联邦议院选举。从
目前形势看，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
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执政党联
盟党仍有希望获得最多选票。

从2005年起就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
此前已表示将不再参选总理，这意味着德
国的“默克尔时代”将在本次选举后落幕。
由于联盟党极有可能成为选举最大赢家并
主导新政府，因此新总理将大概率由联盟
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民盟的新主席出任。

基民盟定于1月中旬以线上形式举行党
代会并选出党主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州长阿明·拉舍特、曾出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
团主席的弗里德里希·默茨、联邦议院外事委
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是新主席热门人选。

日本：菅义伟能否连任

2021年，日本有两场重要选举：一是
主要执政党自民党将于9月举行总裁选
举；二是本届众议院将于10月任期届满，
面临换届选举。

去年9月，菅义伟当选自民党总裁，随
后接替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安倍晋三出任日
本首相。安倍是中途辞职，菅义伟只能接
替其剩余的自民党总裁任期至2021年9
月。由于目前在野党实力太弱，自民党赢
得众议院大选维持执政地位几无悬念，因
此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实际上将决定首相
人选。菅义伟在党内本来就势力薄弱，如
果他在剩余时间内拿不出政绩、内阁支持
率持续下跌，连任自民党总裁进而保住首
相之位绝非易事。
至于众议院大选，最大的悬念将是选举

何时举行。一般而言，日本首相会选择有利
于本党的时机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而
不是等到众议院任期届满。但随着最后期
限日益临近，菅义伟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

伊朗：美伊关系何去何从

伊朗总统选举将于今年6月举行。目
前，前国防部长侯赛因·达赫甘已宣布参选，
多名现政府高官及部分前政要后代等也被
舆论认为可能参选。不过眼下各政治派别
内部仍在酝酿、协调，尚未确定候选人，而且
候选人还需要通过资格审查，因此选战格局
可能要到四五月间才会逐渐明朗。
新的伊朗总统来自保守派还是改革派，

被认为关乎美伊关系走向和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未来命运。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清华
大学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认为，若保守派领

导人当选，或将推动伊朗在地区事务上采取更
多攻势，美伊关系缓和难度恐会较高；若改革
派领导人当选，则可能采取较低姿态，意味着
美伊进行谈判和交往的空间较大，或能实现关
系缓和；若代表改革派的现任总统鲁哈尼在选
举前能与美国新政府就重返伊核协议达成共
识，对改革派的选情将是利好。

以色列：政治乱局能否结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
利库德集团和中间派大党蓝白党2020年5月组
成联合政府打破了该国长期的组阁僵局，但双
方由于分歧严重不久前合作破裂，导致该国将
于3月23日举行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

与前三次选举相比，今年议会选举将是一
场全新竞争，变数颇多：蓝白党内部出现分裂，选
情堪忧，中左翼政党更受挤压；内塔尼亚胡的党
内对手吉德翁·萨尔组建新政党并将角逐总理
一职，另一右翼政党统一右翼联盟民调支持率
攀升，选举格局演变成右翼内部之争；内塔尼亚
胡很难像前三次选举那样得到美国“助选”……

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能否继续连任，新内
阁会否再度“难产”，以色列政局何时能稳定
下来，都是颇受关注的看点。

伊拉克：提前选举能否顺利

伊拉克将于6月6日提前举行原定于
202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

饱受战乱之苦的伊拉克内部政治派系
林立、矛盾深重，且美国等多方外部势力不
断干预，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政治内耗，社会
问题严重。

现任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2020年5月
上台后将提前选举和选举改革作为政府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尽管提前选举的目标正在变
为现实，但有分析指出，包括什叶派宗教领袖
萨德尔和军事强人阿米里背后的政治派别在
内，原有政治势力仍将是此次选举的主角。

此次提前选举能否如期顺利进行，能
否推动伊拉克结束乱局，将是对伊拉克的
一场考验。

秘鲁：是否会有新人出现

秘鲁将于4月11日举行总统选举。截至
目前，秘鲁共有19个政党向特别选举委员会
递交总统候选人名单。

经历2020年弹劾总统引发的政治和社
会危机之后，今年的大选被许多秘鲁人视为
恢复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出路。在过
去20年中，秘鲁政坛腐败丑闻不断，一些政
客不但自己贪污受贿，还以反腐名义争权夺
利，让秘鲁民众倍感失望。不少选民不再信
任传统政客，希望政坛能有新人出现。

分析人士认为，确保大选顺利、公平和透
明地举行并实现政权和平过渡，将是恢复民
众对国家信任的第一步。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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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3日说，鉴
于新冠疫情肆虐，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
20日宣誓就职后，不举办传统庆祝游行，
而是改为虚拟游行。

届时，拜登夫妇将照例在多支军乐队
陪同下从国会大厦前往白宫，但宾夕法尼
亚大道两旁不会聚集大量人群。

虚拟游行将通过电视直播，展现全国
各地举行的表演活动，包括音乐演奏、乐队
弹唱、诗歌朗诵、舞蹈表演，节目将致敬抗
疫一线的英雄人物。

就职典礼委员会执行主任马朱·瓦尔
盖塞说：“创新的节目编排将确保民众安
全，同时用新方式带动全国各地的美国人，
从农村小城到大城市，从年轻人到老年人，

所有地方，所有人。”
现场活动参与人员将保持社交距离，采

取严格防疫措施。委员会敦促美国民众不要
前往首都华盛顿自行观礼，而是借助网络虚
拟庆祝。

就职典礼现场观众也会比以往少得多。
过去，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总计能领到大约20
万张门票，用于答谢选民。今年自己一张票，
邀请客人仅限一人。就职典礼委员会共同主
席、民主党籍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预期大
约2000人参加。

克莱伯恩说，虚拟游行的新方式可以让
大家成为典礼的一员，“大家可以穿着睡衣，
暖洋洋地待在家里，乐在其中”。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多家媒体3日爆料，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施压佐治亚州政府官员，
要求“找到”足以使他在佐治亚州“翻盘”
的总统选举选票。
《华盛顿邮报》、美联社、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等媒体当天曝光特朗普2日与
佐治亚州共和党籍州务卿布拉德·拉芬
斯珀格电话通话内容，以及通话录音。

通话持续大约一小时。特朗普告诉拉
芬斯珀格：“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找到11780
张选票……因为我们拿下了这个州。”
“就说你们已经重新计票了，这没有

什么不妥……”特朗普说，“你应该想要一
场（结果）准确的选举。你是共和党人。”

拉芬斯珀格回答：“我们相信，我们

确实有了一场（结果）准确的选举。”
特朗普一直拒绝承认败选，其团队在多

个州就部分选票合法性、计票透明度等提起
几十项诉讼，但几乎全部被驳回或未被受
理。州法官们普遍认为大规模选举舞弊的
指控站不住脚。佐治亚州先后计票3次，最
终确认前副总统、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比
特朗普多赢得11779张选票。拉芬斯珀格告
诉特朗普，“你的数据不对”，“我们不认为你
赢得了选举”。
按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威胁”拉

芬斯珀格，称如果不能“找到”富尔顿县
特朗普认定被“非法毁掉”的选票，后者
将承担法律责任，“那是犯罪行为，你不
能让它发生”。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 1月 3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第117届美国国会3日开
幕并投票选举新一届众议院议长。现
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
获得连任，开启她在该职位上的第四个
两年任期。

佩洛西在当天的投票中获得216票，
以微弱优势超过半数，成功连任。共和党
人凯文·麦卡锡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209

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支持，从而继续担
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2020年美国大选
后，民主党虽保住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但席
位有所减少，成为20年来优势最小的众议
院多数党。

获得连任后，80岁的佩洛西成为美国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自
2019年1月起担任第116届国会众议院议
长，并曾于2007年至2011年担任该职，是

美国迄今唯一一位众议院女议长。
参议院方面，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

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也获得连任。当天，在
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彭斯的主持下，麦
康奈尔和其他连任或新任的联邦参议员先后
宣誓就职。

目前，新一届国会参议院的控制权仍悬
而未决，将取决于5日举行的佐治亚州联邦
参议员决选结果。

就职典礼要搞虚拟游行施压佐州官员“找选票”

80岁佩洛西第四次连任众议院议长

我国防部就美通过“2021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答记者问

中国军队是维护
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任国强4日就美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答记者
问。他说，上述法案涉华内容固守冷战思维，炒作所谓“中国军事
威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月1日，美方审议通过包含多
项涉华条款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提出制定“全政府
对华战略”和实施“太平洋威慑倡议”应对中国军力发展，支持继续向
台湾售武，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坚持既有干涉立场。此外，美总统特
朗普近日还签署“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要求美政府常态化对台
军售，进一步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任国强说，上述法案涉华内容固守冷战思维，炒作所谓“中国
军事威胁”，鼓噪中美战略竞争，公然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任国强表示，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
略，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近年来，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远海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领
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产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
献力量。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军队的发展，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不是
威胁和挑战，而是安全与希望，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
量。任国强说，我们敦促美方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摒弃冷战思
维和零和博弈观念，客观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建设发展，立即停止干涉
中国内政，不得实施法案中有关涉华条款。我们也期待美方与中方相
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大局，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 成欣 潘洁）针对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波廷杰就新冠肺炎病毒溯源问题发表不当言
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表示，希望美方那些人能够回归理性
和理智，面对现实，通过自身加强努力和国际合作，最大程度维护
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拿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关于所谓
“武汉实验室病毒制造论”或“泄露论”，世界上几乎所有顶级科学
家和疾控专家，包括美国顶级疾控专家福奇均已公开予以否定。
中方科学家也多次接受媒体采访，美国媒体也去过武汉病毒研究
所进行实地参观采访，从专业角度介绍了有关管理和研究等情
况。中方媒体也已就疫情发布了谎言与真相系列，援引大量具体、
详实数字和事实进行了深入批驳。“波廷杰先生作为美国政府高级
官员，事到如今居然还在翻炒这样低劣的谎言。希望美方澄清，这
到底是波廷杰先生的个人言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波
廷杰说有可信证据，那么请他立即拿出来！”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有越来越多的线索、报道和研究都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在
前年下半年在世界多地多点暴发，而且时间线不断提前。中方希望在世
卫组织领导下由科学家对溯源问题进行严肃科学调查，尽早查明事实真
相，以便人类未来更好应对此类公共卫生危机。华春莹表示，中国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对人类从来未知的病毒，第一时间为全球抗疫拉响
了警报，第一时间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中方也一直同世
卫组织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和中方一样坚定支持
和有力配合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方面发挥关键领导作用。

华春莹说，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波疫情来势凶猛，中方愿同世界
各国进一步加强团结抗疫，齐心协力尽快战胜疫情，使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得到最大程度保护。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新
年致辞所讲，新的一年不应再让阴谋论和对科学的攻击占据上风，给
人们的健康和整个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我们希望美方那些人能
够回归理性和理智，面对现实，通过自身加强努力和国际合作，最大
程度维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拿出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美官员又炒新冠肺炎病毒溯源阴谋
论 我外交部回应——

希望美方回归理性理智

特朗普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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