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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各州首府的议会大厦 17
日戒备森严，警察、国民警卫队如临
大敌，提防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支持者发起暴力示威，重演本月
6日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一幕。

只是，直到夜幕降临，各地到
场示威者寥寥，人数远少于一旁
执法人员和媒体记者，没有发生
冲突。执法部门暂时松了一口气。

联邦调查局先前警告，极右翼
极端分子受冲击国会事件鼓动，可
能发生暴力示威。鉴于反政府“布
加洛运动”几周前便策划在全美
50个州举行集会，一些安全官员
把 17日的示威视为“第一个重大
燃点”，担心冲突一触即发。
“布加洛运动”组织松散，由

白人极右翼分子主导，寻求推翻
政府，伺机在美国发动或煽动第
二次内战。这一组织关联许多种
族主义暴力事件。

美联社报道，超过三分之一
的州出动国民警卫队保护议会大
厦；几个州宣布紧急状态；一些州
临时关闭议会大厦、暂停议会活
动，直到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定
于 20 日的就职典礼结束；一些州
则给议会大厦窗户加装木板，在
大厦周围加装防护围栏。

在一些州的首府，市区几成
空城。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
街头随处可见警方路障。政府取
消与当选议员见面的年度“游说
日”活动。

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
堡，只有少数特朗普支持者出现
在议会大厦前。34 岁的石膏板安
装工亚历克斯自称参加包围国会
大厦示威，但没有闯入大厦。他身
穿一件印有“2020 年舞弊”字样
的连帽衫，称相信总统选举结果
遭“窃取”，希望表达对特朗普的
支持。只是，来的人不多，“什么也
没有发生”。
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大约20

名示威者在议会大厦外草坪聚集，
其中一些人手持步枪。一人身穿军
装裤、战术背心和夏威夷衫，典型的
“布加洛运动”装扮。他头戴一顶印
有特朗普常用口号“让美国再次伟
大”的帽子，举着印有“不要践踏
我”标语的旗子，拒绝披露姓名，称
“我来这里不是要搞暴力”。

在俄勒冈州首府塞勒姆，10
多名男子身穿军装风格外套，戴着
面罩和头盔，斜挎半自动武器。一
些人举着倒挂的美国国旗和写有
“解除政府武装”的标语。

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20
多名示威者在州警察警惕的目光
注视下，聚集于州议会大厦外，一
些人携带武器。随着雪花飘下，示
威者纷纷散去。

内华达州首府卡森城近几个
月每个双休日都会出现大批特朗
普支持者，17 日却只有一名男子
举着牌子：“特朗普输了。做个成
年人。回家吧。”

路透社报道，暂不清楚联邦调
查局的警告以及各地强化安保对特
朗普支持者取消集会计划产生多大
影响。一些民兵组织和极端团体让
追随者待在家里，理由包括如期示
威可能会落入执法机构“圈套”。

宾夕法尼亚州总务部发言人
特洛伊·汤普森认为，当天的示威
雷声大雨点小，令人庆幸。

只是，各地官员不敢放松警
惕。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温说，执
法机构“继续担心今后几天可能
发生暴力事件”，他将继续维持州
议会大厦警戒级别。
路透社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

市区 17 日如同“鬼城”。国民警
卫队队员荷枪实弹，在遍布市中心
的检查点值勤，大量装甲车等军用
车辆停在路中央，阻断交通。

美国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
17日告诉美联社记者，五角大楼
担心参与拜登就职典礼安保的国
民警卫队队员中有内鬼，可能在典
礼当天发动袭击，联邦调查局正对
所有 2.5 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作
背景审查。他要求指挥官留心任何
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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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尔高等法院 18日下午
就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行贿案
重审作出判决。韩联社说，这名三
星“继承者”获刑两年半，当庭被
重新收监。

法院认定，李在镕向前总统朴
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 86.8 亿
韩元（约合 5100 万元人民币），
以换取政府支持他顺利接班其父
亲、集团会长李健熙，继承三星集
团经营权。李健熙已于去年 10 月
去世。

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14
日对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收受
国家情报院“特殊活动费”案作出
终审判决，判处朴槿惠 20 年有期
徒刑。

韩联社报道，起身听法官宣判

时，现年 52岁的李在镕凝视前方
好一会儿，面无表情。法官离席后，
他重重地坐回椅子上，跟律师交
谈，随后被法警带走。
调查朴槿惠“亲信干政”案的

特别检察组 2017 年 2 月指控李
在镕向朴槿惠和崔顺实行贿 298
亿韩元。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同年 8
月认定李在镕部分罪名成立、行贿
金额 89 亿韩元，判处他五年监
禁。2018 年，首尔高等法院二审认
为李在镕迫于朴槿惠和崔顺实的
压力“被动行贿”，认定行贿金额
为 36 亿韩元，改判监禁两年半，
缓刑四年，李在镕得以出狱。2019
年 8 月，韩国大法院在终审中撤
销二审判决，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
审。

法院 18 日还下令没收李在
镕赞助崔顺实女儿练习马术的赛

马。
宣判前，李在镕的支持者和

一些企业财阀恳求法院从轻发
落，理由是李在镕作为三星实际
掌门人，有助于韩国克服新冠疫
情导致的经济困难。宣判后，一些
支持者当庭落泪，抗议判决“不
公”。

反腐败活动人士普遍欢迎李
在镕重新入狱，要求司法部门以此
展现打击官商勾结的强烈意志。他
们认为官商勾结是韩国财阀经济
的一大弊病。

对李在镕而言，重新入狱或许
意味着接班程序被打断。一些经济
分析师说，三星的关键商业决策可
能因此推迟或暂停。这一全球技术
巨头在后疫情时期的投资运营不
确定性增加，改善公共形象的努力
遭遇重挫。

据新华社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 18日在总统
府青瓦台表示，他愿意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举行会晤，同时考虑到疫情影响
也可通过非面对面的方式与金正
恩进行对话。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
2021年新年记者会时做出这一表
态。

文在寅说，他的总统任期所剩
时间不多，希望在剩余任期内尽最
大努力改善韩朝关系，但不会匆忙
行事。

文在寅表示，韩国和朝鲜可
以通过对话进行包括人道主义

领域等在内的合作。“这不仅有
助于发展南北关系，还会成为朝
美对话的推动力，从而形成良性
循环。”

谈到朝美关系时，文在寅说，
朝美领导人 2018年在新加坡举行
会晤并达成共识，但此后未能取得
进一步进展令人遗憾。新加坡会晤
中，朝美双方互相做出了承诺，履
行承诺的过程十分重要，但履行这
些承诺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
阶段完成，双方步调保持一致。他
相信，如果美国新政府以崭新姿态
展开朝美对话，吸取过去成功经验
和失败教训，一定能取得好的成
果。

文在寅说，他认为金正恩对和

平、对话以及无核化的意愿都非常
明确，朝鲜希望得到体制保障、与
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如果朝美双
方能就如何将新加坡会晤共识转
化成具体方案展开密切对话，则能
够找到问题解决方案，韩国也将为
此发挥最大作用。

2018 年 6 月 12 日，金正恩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
首次朝美首脑会晤，并签署关于
半岛无核化等的联合声明，表示
两国将建立新型关系并共同努力
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
制。但双方 2019 年 2 月在越南河
内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无果而
终，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就此陷
入僵局。

可家访独住多套房银行行长 68岁丧偶无孩先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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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继承者”李在获刑两年半
当庭被重新收监 接班程序或许被打断

文在寅：愿随时随地与金正恩对话
表示希望在剩余任期内尽最大努力改善韩朝关系

美各州首府慌兮兮
“挺特”示威静悄悄

1月 17 日傍晚，在美国华盛顿，安保人员在国会大厦附近警戒。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