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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就任美国总统
卸任总统特朗普打破政治惯例未参加拜登就职典礼

中方认为古特雷斯
是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合适人选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许可成欣）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1日表示，中方认为古特雷斯是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合适人
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支持联合国和古特雷斯秘书长工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正式致函安理会轮值主席和联大主席，表示希望竞选连
任。请问中方是否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连任？

华春莹说，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
府间国际组织，70多年来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作用不可替代。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
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
严重冲击，国际社会更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古特雷斯先生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领导联合国在维

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抗疫国际合作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对此高度评价。”华春莹说，中方认为，
古特雷斯先生是下届秘书长的合适人选。我们愿同国际社会
一道，继续支持联合国和古特雷斯秘书长工作，共同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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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20日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任
美国第46任总统。

在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礼上，78岁的拜登在联邦最高
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带领下完成宣誓。他随后发表约20
分钟的就职演讲，称美国当前面临着新冠疫情肆虐、社会不
平等加剧、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危机与
挑战。拜登呼吁国家团结，同时表示将打击政治极端主义、
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

美国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当天也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
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

为防控疫情和防范暴力事件发生，参加此次就职典礼

及观礼的人数较以往大幅减少，庆祝游行等多项传统活动
也改为在线举行或取消。当天华盛顿戒备森严，五角大楼
部署了2.5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协助加强安保。美国各州
也纷纷针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采取防范措施。

本月6日，一批不满总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强行闯入
美国国会，打断参众两院对选举结果的认证程序，造成至少
5人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20日就职典礼前，坐落在国会
大厦附近的联邦最高法院又收到炸弹威胁。

卸任总统特朗普打破美国政治惯例，未参加拜登的就职
典礼。他于20日一早离开白宫，前往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
园的住所。此前因涉嫌煽动国会山骚乱，特朗普再遭国会众
议院弹劾，成为历史上首位任内两遭弹劾的美国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成欣许可）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21日在谈到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时表示，中美两国及
国际社会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期待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双
方要拿出勇气，展现智慧，彼此倾听、正视，相互尊重，对话合
作。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应有的担当，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拜登20日正式就任美
国总统，中方对中美关系发展有何期待？

华春莹说，我们对拜登总统宣誓就职表示祝贺。我注
意到美国媒体都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新的一天”。看到拜登
总统就职晚会烟花绽放、人群欢呼的时候，我也很感慨。的
确，过去一段时间特别不容易，经过那些非常困难和不平凡
的时光之后，中美两国人民都值得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
来。我们也希望拜登总统在国家治理当中能够取得成功。

华春莹表示，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多次强调“团结”这
个词，这也恰恰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需要的。过去4年来，美国
少数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撒了太多的谎，煽动了太多仇恨
和分裂，中国和美国人民都深受其害。中美两国以及国际社
会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期待着中美关系能够早日重回正轨，为
携手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紧迫挑战作出应有贡献。
“只要下定决心，一切都有可能。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美关系中‘善良的天使’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华春莹说。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0日宣誓就职，白宫椭圆形办公
室的陈设有些许变化，包括墙上所挂画像出现一些“新面孔”。

就职典礼结束后数小时，白宫邀请媒体记者进这间
总统办公室，见证拜登签署一系列行政令并展示办公室
新的装饰。

墙上悬挂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画像，替换前任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所挂的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画像。美国
媒体将杰克逊视为美国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他的执政风
格为特朗普所效仿。

其他变化包括增添民主党籍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画
像、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

椭圆形办公室还摆放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金、“民权之母”罗莎·帕克斯和工会领袖塞萨尔·查韦
斯的半身雕像。

办公室地毯、窗帘和墙纸也有变化。拜登选用一张深
蓝色地毯，取代特朗普先前使用的浅色地毯。拜登座椅后
面靠窗立着一张高脚桌，上面摆放一组家庭照，其中一张照
片是他已故的儿子博·拜登。 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惠晓霜）美国总统约
瑟夫·拜登就任首日签署十多项行政命令，包括停止退出世
界卫生组织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部分推翻前任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所做决定。

拜登20日中午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当天下午在白
宫签署十多项行政命令。美联社报道，拜登的前任中，仅两
人在上任当天签署行政命令，且分别只签署了一份，拜登的
做法显示他迫切想改变特朗普在任时制定的一些政策。

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涉及新冠疫情、经济、环境、种族
和移民等事项。拜登说，“不能浪费时间”，“这些（行政命
令）只是开始”。新任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说，今后数天
至数周，拜登将发布更多行政命令，以应对一系列挑战和兑
现他对选民所做承诺。

针对美国不断恶化的新冠疫情，拜登下令在联邦建筑
内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敦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同
样措施，呼吁美国民众在100天内坚持戴口罩。拜登戴着
口罩签署行政命令，与特朗普在任时形成对比。

不过，拜登当天签署的行政命令不包括美国重返伊朗
核计划全面协议。特朗普政府2018年单方面退出这一协
议，继而恢复和追加对伊朗制裁。伊朗2019年5月起逐步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伊
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多次敦促拜登重返伊核协议并履行协
议条款。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成欣许可）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21日表示，希望澳大利亚方面认真听取国际社会意
见，采取实际措施改善本国人权状况。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工作组审议澳大利亚人权状况时，中国代
表提交了5项。中方能否证实？出于什么考虑提出有关建
议？华春莹说，日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工作组
审议澳大利亚人权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代表发言，针对
澳大利亚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和改进建议。中方建议澳方采取
行动打击种族歧视、仇恨言论和暴力行为，保障少数族裔权
利；保障移民权利，关闭离岸移民拘留中心等，以及停止出于
政治目的，利用虚假信息无端指责别国。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蓬佩
奥等人实施制裁。

过去几年，美国一些反华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对华
偏见仇恨，罔顾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策划、推动实施了一系
列疯狂的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伤害
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中国政府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决定对在涉华
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
裁，包括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伟、
波廷杰、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以及博尔顿、班农等。这些人
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
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许可成欣）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21日表示，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多国一道加强
抗疫合作，也愿继续为美国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
突破40万。1月19日晚，美国华盛顿专门举行了悼念活动。美国
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说中表示，美国正进入疫情最黑暗、最致命的
时期，需要所有力量来度过这个黑暗的冬季。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首先对在这次疫情中不幸被夺去生命的人们表示深切哀
悼。”华春莹说，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主席多
次指出，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疫情发生以来，中
方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携手各方加强国际抗疫合作。

中方对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
等28名人员实施制裁

中方愿继续为美国抗疫提供
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中方希望澳方采取
实际措施改善本国人权状况

外交部发言人谈对拜登就职后中美关系期待

拿出勇气 展现智慧

控制疫情
拜登就职前夕，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0万例，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423万例。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控制疫
情是拜登上任后的首要挑战。拜登在20日演讲中也坦言：
“我们正面临可能是最艰难、最致命的病毒大流行。”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控制疫情是拜登上台后的“头号任
务”，疫情如能得到控制，其他一些难题也有机会得到解
决。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员克莱·拉姆齐认为，能否控制疫
情将影响民众对新政府的信心。

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此前公布的抗疫措施包括：鼓励
所有人戴口罩；加强检测和追踪；通过动用《国防生产法》等
手段促进新冠疫苗生产、储存、分发和接种等。在防疫措
施、复工复产、医疗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美国联邦政府与地
方政府之间始终难以协调，疫苗分发进度也远低于预期，而
病例持续激增更让专家担忧医疗体系恐将“全面崩溃”。

恢复经济
美国经济已被疫情搅得疲惫不堪，大量企业停工或破

产，众多劳动者失去工作，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居高不下。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随着疫情持续

蔓延，美国经济正经历一个“艰难的冬天”。
拜登在此前公布的百日施政计划中，把恢复美国经济

作为优先事项。他已提出一项总额高达1.9万亿美元的一
揽子经济救助计划，其中约1万亿美元将为受疫情冲击的
美国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约4400亿美元为在疫情中挣扎的
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等提供援助。

尽管民主党人手握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但席位优势并
不明显，而不少共和党人反对联邦政府再度大幅扩张赤字和
推高政府债务，这意味着拜登的救助计划能否顺利获得国会
通过尚未可知。

弥合裂痕
过去4年，美国党派政治愈演愈烈，社会撕裂不断加

剧，“白人至上主义”抬头，种族对立情绪加重。1月6日的
国会暴力事件更是将美国的分裂推向高潮。这种情况下，
“团结”成为拜登就职演讲中出现的高频词。

在外交事务上，拜登将努力修补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
与盟友的关系。上任首日，他就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重
新加入《巴黎协定》，并重回世界卫生组织。不过，已被提名
为拜登政府国务卿的布林肯日前表示，基于过去几年的情
况，盟友和伙伴会对美国承诺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想要消
除这些疑虑并非易事。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

入主白宫，拜登执政之路挑战重重

墙上悬挂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画像等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有变化

据当地媒体报道，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一栋6层居
民楼20日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马德里
市长阿尔梅达说，爆炸可能是天然气泄漏导致，目前已开展
相关调查。图为1月2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拍摄的发生爆炸
的建筑。 新华社发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在智利“使用”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1月20日电（记者尹南张笑然）智

利公共卫生研究院20日宣布，给予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
冠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代院长加西亚当天在专家委员会投
票结束后说，中国科兴疫苗是一款安全和有效的疫苗，能够有
效降低重症感染率和入院率，因此决定给予其紧急使用许可。
智利目前正与科兴公司合作进行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1日判定，前法务大臣河井克行的
妻子、国会参议员河井案里涉嫌选举贿赂的罪名成立，判处
1年4个月监禁、缓刑5年。

共同社报道，法院判决书说，现年47岁的河井案里违
反《公职选举法》，在201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花钱收买
广岛选区地方议员，帮助自己胜选。目前还不清楚河井案
里是否会上诉。如果罪名坐实，她将失去议员席位。

河井案里贿选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预计将影响她丈夫、
前法务大臣河井克行的案件。两人的案件分开审理。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前法务大臣之妻贿选被定罪

英国警方20日说，在因新冠疫情防控而人去楼空的伦
敦金融城首次发现大麻“园圃”。

伦敦金融城警察局说，有人报警说闻到“浓烈的大麻
味”，警方搜查时在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附近一座写字楼的
地下室发现826株大麻植物。

警方捣毁这处大麻“园圃”并逮捕相关人员。从警方公
开的照片看，这处大麻“园圃”配备了照明和通风系统。

按照警方的说法，这是伦敦金融城“首个大麻工厂”，
其之所以能建起来，是因为“疫情期间周边人少”，不易被
察觉。 新华社微特稿

伦敦金融城首现大麻“园圃”

在就职演讲中，拜登称美国当前面临新冠疫情肆虐、社会不平等加剧、系统性种族主义、气候变化等
一系列危机与挑战，呼吁国家团结，同时表示将打击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拜登面临的任务艰巨复杂，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困境等“近忧”，还要面对

债务膨胀、社会撕裂等“长期课题”，执政之路挑战重重。

停止退出世卫组织 暂不重返伊核协议

拜登签署十多项行政令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
会山，拜登（前左）在美国第46任总
统就职典礼上宣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