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化是
“变革”的起点
据美媒报道，前总统奥巴马的内阁

里，有色族裔占比达42%。而特朗普内
阁以白人、男性为主，有色族裔仅占
16%。CNN评论称，由于后者的内阁
欠缺多元化，以及特朗普本人没能解决
很多涉及有色族裔的问题，因此受到了
多方批评，特朗普本人甚至被一些人直
接称为“白人至上主义者”。

那么，拜登内阁的“多元化”，除了具
备历史意义及象征意味，在未来运作中，
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CNN社论分析称，1月6日，“国会
山”经历了两百年一遇的袭击。而在过
去一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有色族裔不管
从经济上还是患病、死亡率上，都是受到
打击最为严重的族群。去年，非裔男性
弗洛伊德之死还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
命（BLM）”游行示威潮。该运动席卷全
美，甚至引发了英国及其他数个欧洲国
家的民众发起类似游行示威，响应并支
持美国的BLM运动。

在这样的挑战之下，许多美国民众
希望，拜登在上台之后能开始“修复这个
破碎的、分裂的国家”。人们也期待着这
个多元化的内阁能制定出为有色族裔带
来巨大改变的政策，比如，着手控制新冠
疫情、确保有色族裔的疫苗接种，推动警
察体系改革，还要重振经济，并“逆转”特
朗普政府时期的多数反移民政策。

“对我们来说，多元化只是摆在桌面
上的筹码，这是需要进行的那些变革的
起始线。”非营利民权组织有色族裔变革
（Color of Change）副主席阿瑞莎·哈
奇表示，相信拜登的内阁任命只是一个
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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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数量超白人

在拜登提名的15名内阁部长中，少数族裔
的数量超过了白人，是继奥巴马第一任内阁以
来少数族裔人数最多的一届内阁。有分析称，
他们上任之后将打破“种族藩篱”。

当选副总统哈里斯，除了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位女性副总统，也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非
裔和印度裔；劳埃德·奥斯汀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非裔国防部长；泽维尔·贝塞拉成为美
国第一位拉丁裔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马约
卡斯成为美国第一位拉丁裔国土安全部部长；
德布·哈兰德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原住民内政
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原住民内阁成员
——援引美媒报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
内政部下辖印第安人事务局，拥有美国公有土
地的管辖权，而美国原住民为此同联邦政府

“斗争”了几个世纪。
此外，提名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

塞西莉亚·罗斯、提名为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
局局长的尼拉·坦登，以及提名为美国贸易代
表的凯瑟琳·戴，都是首位担任相关职位的有
色族裔女性。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即便女性或有色族
裔在内阁中的数量同男性、白人相当，这也不
意味着影响力相当。在同总统关系最为密切
的核心内阁里，白人依然占了五分之三，男性
也占了五分之三。同时，尽管拜登已经任命了
破纪录数量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但他们要立足
并保持这样的进步，依然存在挑战。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朱志群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拜登提名多位少数
族裔官员进入内阁其实并不让人意外。首先，
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少数族裔进入政府
任职变得更加容易。尤其是在2020年“黑人的
命也是命”运动后，黑人及少数族裔都在反对现
有白人精英主导的政治体制。其次，拜登提名
了许多奥巴马时期就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官员，
当时的内阁本身在族裔分布上也较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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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媒消息，当地时间1月19日，美国参
议院分别就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安东尼·
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人选艾薇儿·海恩斯、
国防部长人选劳埃德·奥斯汀以及财政部长
人选珍妮特·耶伦举行提名确认听证会。他
们也是拜登内阁中首批进行正式确认的成
员。

据 美 国 政 治 分 析 网 站“FiveThir-
tyEight”统计报道，从性别来看，在15名拜
登内阁部长人选中，女性占三分之一。如果
加上白宫幕僚长等内阁级别官员，拜登内阁
中的性别比例基本相当。候任白宫新闻和通
讯团队的7个主要职务，更是全部由女性担
任。

拜登提名内阁部长的男女比例为2：1，如
果算上内阁级别官员，男女比例接近1：1。如
果所有提名人选成功获得确认，内阁级别职
位中将拥有多达12位女性，刷新美国历史纪
录——截至目前，美国历任内阁中，女性担任
职位最多的时候只有8位。此外，除了女性成
员数量增多，拜登政府中，副总统、财政部长
和情报总监这三个重要职位都是首次由女性
担任。

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位女性副总统；现年74岁的美联储前主席
珍妮特·耶伦被提名为财政部长，一旦成功任
命，她将成为美财政部231年历史上首位女性
领导人；国家情报局局长人选艾薇儿·海恩斯，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
副国家安全顾问，若任命成功，她将成为首位
出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职务的女性。

美媒分析指出，内阁中首次实现“男女平
等”，是极为难得的一项进步。据总部设在瑞
士日内瓦的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妇女署统
计，截至2020年1月1日，全球只有14个国家
的内阁或类似内阁的机构中，一半的职位由
女性担任。

外交部：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美国东部时间1月20日，美国民主党人乔·拜登在华盛顿国会大
厦宣誓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新一届美国政府随之正式登台。

美媒评论称，某种程度上，这届政府在多方面“创造了历史”：拜
登成为美国历史上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总统；他的竞选搭档哈里
斯此前已率先打破一个巨大的障碍，成为美国第一位当选副总统的
非裔、印度裔女性；而拜登组建的还是一个多元化、年轻化的团队，它
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实现“男女比例均衡”的内阁。

“这是一个看起来‘像美国’的内阁。”在完成“组阁”之际，拜登曾
表示。

那么，在迎接“美国90年来最为严峻的国家挑战”中，这个班子又
将发挥怎样的现实作用呢？ 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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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World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表示，中
方对美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希望美国新一届
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
确发展轨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白宫国安
会“印太协调员”提名人坎贝尔近日表示，中美关
系如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将进入非常可怕的境
地。双方应暂停针锋相对的做法，设立合适的接
触渠道和机制，并采取一些温和步骤，向对方发出
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一贯认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

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期待。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拥有广泛共
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
殊责任。

“中方对美政策是一贯、明确的。”华春莹说，
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
对话，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
到正确发展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另有记者问：据报道，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

委员会19日发布的针对欧洲11个国家、1.5万民
众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的政治
体制已经破裂，经过特朗普4年执政后的美国已不
可信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这充分说明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
在人心。无论蓬佩奥之流如何撒谎、欺骗、散布仇
恨和对抗，如何大搞“谎言外交”“恫吓外交”“胁迫
外交”，大家心中都有一面镜子，都会作出正确的
判断。

“对本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的表现，大家心中
自有一杆秤，历史也会作出公正评价。”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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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一
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 0
注。下期奖池基金为：
8.65亿元。

全国中奖情况：“排
列5直选”中70注，单注
奖金10万元。

我省中奖情况：“排
列3直选”中11注，单注
奖金1040元；“排列 3组
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
选”中1注，单注奖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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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拜登宣誓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打造史上最多元化内阁
能否应对“90年来最严峻国家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