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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关门 12日进
入第 22 天，创下史上最长“停摆”纪录。
尽管美国国内不满声音巨大，但白宫与
民主党之间的分歧仍没有缩小的迹象。

分析人士认为，导致此次“停摆”危
机的直接原因是共和、民主两党在美国
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议题上争执不下，
但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治和社会日益
撕裂，各种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

党争恶化
到底要不要建边境墙？建墙要花多

少钱？由于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
在这些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拨
款法案达成一致，导致约四分之一的美
国联邦政府机构从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
开始“停摆”，约 80万联邦政府雇员被迫
无薪工作或强制休假。据白宫此前估
计，联邦政府现在每“停摆”一周，美国
经济就会损失约 12亿美元。

据美国媒体统计，自 1976 年以来，
美国联邦政府曾先后 21次“停摆”，此前
的最长纪录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创下的
21天，从 1995年底持续到 1996年初。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人在边境
墙问题上一直分歧严重。建墙是特朗
普竞选总统时的核心承诺之一，也被视
为他谋求连任的重要政治筹码。他认
为边境墙对遏制非法入境、打击人口贩
卖和毒品走私等至关重要，但民主党指
责边境墙低效、多余且昂贵，是特朗普
的政治噱头，呼吁用无人机、传感器等
科技手段加强边境安全。

从深层次看，此次联邦政府“停摆”
创下史上最长纪录，反映出美国政治和

社会不断撕裂的趋势。有美国学者指
出，近年来，共和、民主两党围绕医保、
移民、控枪等议题针锋相对、共识难求，
而政府“停摆”是美国党争恶化的极端
表现，是美国政治制度失灵的结果，也
是美国国家治理困境的缩影。

如何破局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20多天，尽管

国内怨声载道，但特朗普和民主党双方
都没有妥协迹象。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政府历次
“停摆”后，舆论走向对于事件最终如何
解决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 1995年至
1996年那次持续 21天的“停摆”中，舆论
普遍对共和党持批评态度，舆论的压力

促使两党最后经过协商解决危机。然
而，反观此次争端，双方均有相当数量
的选民支持，都不愿意退让，因此迟迟
不能达成妥协。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
托弗·加尔迪耶里告诉记者：“民主党也许
会同意为边境墙拨款，特朗普也许会接受
民主党的立场，但这两种可能性都很小。”

加尔迪耶里认为，特朗普通过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来达到建墙目的的可能
性越来越大。“这种做法比较冒失，可能
引发旷日持久的官司。”

共和党政策分析师福特·奥康奈尔
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特朗普有可能
通过宣布紧急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

据新华社电

史上最长停摆折射美政治制度失灵

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以色列战机 11
日晚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及其附近发射
多枚导弹，多数遭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

【袭击范围更广】
空袭大约 23 时 15 分发生。叙利亚官

方媒体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以叙利亚一
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大马士革机场附近
一处仓库因空袭受损，没有人员伤亡。

机场航空运输没有因空袭受到影响。
那名官员没有披露其他哪些地点遇袭。

他说，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导弹。
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

这次袭击范围“比以往更广”，包括大马士
革东部郊区的杜迈尔镇、大马士革以南的
基斯瓦地区、大马士革西部临近黎巴嫩边
境的迪马斯镇。

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
织”说，以方空袭大马士革机场附近一片
区域，轰炸基斯瓦地区和大马士革西南郊
区。

按照这一组织的说法，基斯瓦等地是
伊朗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和
军火库所在地。

这是以军今年首次空袭大马士革及
其附近。以方暂时没有就空袭报道做出
回应。

以色列先前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
施为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以方去年
12 月 25 日向大马士革附近目标发射多枚
导弹，击中一处军火库、3名叙利亚士兵受
伤。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去年 9 月说，过
去两年，以方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发
动共计 200多次袭击。

伊朗及其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是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主要盟友。以
方把黎巴嫩真主党视为重大安全威胁，同
时指认伊朗方面通过叙利亚陆地走廊向
这一组织输送武器以及寻求在叙设立永
久军事基地，威胁以色列安全。

就美国政府“关门”，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 11 日决定，“现在”不会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特朗普：不急于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有关边境安全的

会议中说，结束政府“停摆”的一个“简
单方案”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我可以很快那么做，我绝对有权那
么做，”他说，“但我不急于那么做。”按
照特朗普的说法，他依然希望与国会就
建墙拨款达成一致。

美国联邦政府四分之一机构从去年
12月 22日起关门，缘于特朗普要求为建
造边境隔离墙拨款57亿美元，遭遇民主党
人抵制。无论是否包含建墙费用，拨款法
案如果本月12日无法生效，这轮政府停摆
将达22天，刷新持续时间纪录。

特朗普先前多次威胁，民主党控制
的国会众议院如果不放行筑墙费用，他

可能将宣布紧急状态，以绕过国会、直
接建造边境隔离墙。

多名共和党人呼吁特朗普尽快宣布
紧急状态。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林赛·
格雷厄姆 11 日会晤特朗普后在社交媒
体“推特”写道：“总统先生，现在宣布国
家紧急状态。现在建墙。”

只是，另有不少共和党人反对宣布
紧急状态，认定这种做法将削弱宪法所
赋予国会对政府开支的控制权，今后民
主党籍总统可能效仿。

民主党方面，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
西 11日重申，不会批准向政府拨款用于
建墙。

政府“关门”僵局短期难解
美联社 11 日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白宫不急于与
国会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仍在考虑多
个备选方案。

就建墙资金来源，白宫除了盯上美
国陆军工程兵原本理应用于防灾工程的
专项资金，司法部从毒枭手中收缴的资
金同样列入考虑。

就建墙构想，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
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提议，与建墙相
比，就非法移民问题达成更广泛一致是
更好的选择。他同样反对特朗普宣布国
家进入紧急状态。

另外，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持续针
锋相对，使政府关门僵局难以在短时间
内化解。

美国政府关门波及大约 80 万雇员，
一部分人无薪上班，另一部分人强制无
薪休假。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11日在首都
华盛顿巡视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承诺一
旦政府重新开门，所有政府雇员将收到
遭拖欠的工资。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战机
空袭大马士革

当地时间12日上午，法国巴黎市内发
生一起爆炸事件。当地媒体报道，爆炸由
天然气泄漏引发，已导致20多人受伤。

巴黎警察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爆
炸发生在巴黎 9区，呼吁人们避开相关区
域。警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和伤亡情况。

记者在现场看到，警方已封锁了爆

炸现场，30多辆消防车已在开展灭火施
救工作，事发街道还在飘出浓烟，空气
中仍可闻到烧焦味道。

据法国资讯电视台报道，此次爆炸
由天然气泄漏引发，致使多人受伤，一
家面包店受到波及。

另据法国《费加罗报》网站报道，此

次爆炸导致 20 多人受伤，其中 2 人情况
危急、7 人重伤、11 人轻伤，此外至少还
有 3名消防员受伤。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官员告
诉记者，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
亡 的 报 告 ，使 馆 将 密 切 跟 踪 事 件 进
展。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暂不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11月月1111日日，，美国华盛顿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沐浴在晨光中国会大厦沐浴在晨光中。。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巴黎爆炸事件导致20多人受伤

1 月 12 日，法国巴黎，消防员在爆炸
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11月月1212日日，，法国巴黎法国巴黎，，消防员在爆炸现场运送伤者消防员在爆炸现场运送伤者。。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反恐行动继续】
以方战机空袭大马士革同一天，美国

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军从叙利亚撤
出一些军事装备，但美方官员说，打击这
一极端组织的行动将继续。

联军发言人肖恩·瑞安 11 日说，联军
“启动深思熟虑的从叙利亚撤军进程”，出
于安全考虑，不会讨论撤军具体时间表。

几名美方官员稍后澄清，只是撤出装备，
而非人员，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将继续。

路透社 11日报道，美方撤军的消息混
乱，但一些迹象表明，美方为撤军所作准
备进展迅速。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 12 月
19日经由社交媒体宣布，将撤出大约 2000
名驻叙利亚美军。就这项决定，他没有与
国会和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友磋商，
遭多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反对，其中国防
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辞职以示抗议。

特朗普随后就撤军改变口风，强调美
军将“缓慢”撤离。

同属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法国欢
迎美方放缓撤军。法国外交部长让·伊
夫·勒德里昂 10 日说，美方撤军计划出现

“积极变化”，法军将在叙利亚局势有政治
解决方案以后撤离。

路透社报道，美方撤军决定给叙利亚 8
年内战注入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各方讨论如
何填补叙利亚安全真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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