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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姜俏梅 郭 丹

新华社东京 1月 7日电 捷星日本航
空公司 7 日执飞成田国际机场至福冈机场
的一航班接到“舱内有炸弹”的警告电话，
紧急降落在爱知县中部机场，5 名乘客在
逃生过程中受伤。

据千叶县成田国际机场警署透露，当
地时间 7 日 6 时 20 分左右，成田机场咨询
中心接到来自德国的国际电话称，“在捷星
501 航班上安装了炸弹”。该航班 7 时 41
分在中部机场紧急降落，机上共有 136 名
乘客和 6 名机组人员，通过 4 个舱门弹出的
气垫滑梯紧急逃生，其中 5名乘客受伤。

据日本媒体报道，警方正在对该航班
进行调查，尚未发现爆炸物等可疑物品。
中部机场跑道在关闭 4 小时后经安全确认
已重新开放。

5人受伤

遭遇“诈”弹

日本一航班
紧急降落

■ 记者 林 威

新华社渥太华 1月 6日电 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欧洲航空公司协会和欧洲国际机场理事会等
国际航空和机场组织 5 日发表联合声明，对欧盟
要求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在登机前出示新冠病毒
检测阴性证明的建议表示遗憾，并希望欧盟在 1
月中旬对建议进行重新评估。

声明表示，欧盟的建议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此前发布的评估结果不一致。根据该评估结
果，中国当前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现象
预计不会影响欧盟和欧洲经济区的疫情，这是因
为在中国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已经在欧盟和欧
洲经济区流行，欧盟民众已具有较高的免疫力。

声明说，令人遗憾的是，欧盟的建议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是科学导向和基于风险
评估的措施。

声明还表示，这些组织期待在 1 月中旬欧盟
能够重新评估这项建议。

多个航空机场组织不满欧盟针对
来自中国入境旅客新冠检测要求

建议进行重新评估

新华社专电 日本媒体 7 日披露复兴大臣渡
边博道有一笔 30 万日元（约合 1.5 万元人民币）的
政治捐款没有记录，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

据日本杂志《周刊文春》报道，2021 年 10 月 19
日，由渡边担任支部长的一个自由民主党支部收
到政治团体“全友会”一笔 30 万日元的捐款。按
照《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这笔钱理应记录在渡
边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

《周刊文春》报道说，“全友会”成员为日本电
气行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这一团体 2021 年的
收支报告显示，当年支出大约 2000 万日元（约合
104 万元人民币）政治活动经费，主要用于向国会
议员捐款。

就上述 30 万日元政治捐款，渡边的事务所秘
书说：“我们的确收到了 30 万日元，（没有记录）是
我方的失误，我们会尽快在选举管理委员会办理
改正手续。”

渡边上个月底刚刚接任复兴大臣，他的前任
秋叶贤也当时因政治资金丑闻辞职。最近两个多
月，日本内阁接连曝出政治资金问题。去年 11
月，除时任总务大臣寺田稔因此辞职外，首相岸田
文雄也曝出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有近百张“空白
发票”的问题。

日本内阁大臣

再曝政治资金问题

11月月 66日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
西菲卡的堤岸边观看海浪西菲卡的堤岸边观看海浪。。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44 日至日至 55 日遭遇日遭遇
““炸弹气旋炸弹气旋””，，经历大风经历大风、、雨雪天气雨雪天气，，66日仍日仍
有数万用户断电有数万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美国国家气象局66日预日预
报报，，短暂恢复平静后短暂恢复平静后，，加州将迎来新一轮强加州将迎来新一轮强
降雨和狂风降雨和狂风。。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美国加州遭遇美国加州遭遇““炸弹气旋炸弹气旋””
数万用户断电数万用户断电

■ 包雪琳

新华社专电 新年伊始，美国新一届国
会“开张”便经历“疯狂一周”。原本没有悬
念、程序性的议长选举演变为一场“百年未
见”的尴尬闹剧。经过 5 天 15 轮表决，共和
党领袖凯文·麦卡锡 7 日凌晨最终当选众议
院议长。

惊险过关

共和党掌控众议院 222 个议席，民主党
控制 212 个议席。尽管共和党占据议席优
势，但由于麦卡锡遭到党内极端保守派阻
击，经历 3天 11轮投票，众议长依然“难产”。

投票 6 日进入第四天，麦卡锡取得重大
进展，说服大约 15 名反对他的联邦众议员
转变立场，包括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主
席、宾夕法尼亚州议员斯科特·佩里。

第十二轮表决，麦卡锡获得 213 票。这
是众议院就议长人选表决以来麦卡锡的得票
数首次超过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

第十三轮表决，麦卡锡更近一步，获得
214票，但依旧没有达到当选议长所需票数。

随着僵局松动，麦卡锡信心满满。他 6
日告诉媒体记者，众议院当晚再次表决时，
投票会“一次过”。

然而，第十四轮表决时，麦卡锡遭遇“尴
尬失利”，距当选议长仅“一步之遥”。这轮
表决拖至深夜，依然没有结果。

在第十五轮表决中，434 名众议员到场，
216 名共和党人支持麦卡锡，共和党内反麦
卡锡阵营的 6 人投“出席”，即不支持麦卡
锡、也不支持民主党人；212 名民主党人全票
支持杰弗里斯。麦卡锡最终获得过半数议
员支持，当选议长。

反 麦 卡 锡 阵 营 认 为 ，麦 卡 锡 不 够“ 保

守 ”、对 民 主 党“ 软 弱 ”甚 至“ 投 机 ”“ 信 不
得”。他们大都信奉“特朗普主义”，其中超
过半数明确否认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

为争取党内支持，麦卡锡作出一系列妥
协，包括同意进一步降低提出罢免议长动议
的众议员人数门槛，同意让更多“自由核心
小组”成员加入众议院程序委员会，这一委
员会能够决定立法优先次序。

在美联社看来，即便当选，麦卡锡所作
让步将使他成为“弱势议长”，其任内将束手
束脚。

乱象频现

法新社评述，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张”即
经历“疯狂一周”，一幕幕荒诞剧情比好莱坞
电影更精彩。

一些新任联邦众议员的亲属本想现场
见证家人宣誓就任，却遭遇国会瘫痪。有的

议员家属借机游览首都华盛顿，一些孩子在
众议院里攀爬，似乎对“正在上演的好戏”感
到厌倦。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议员吉米·戈麦
斯 4 日投票时把 4 个月大的孩子背在胸前，
引发一阵笑声。媒体记者 5 日拍到南卡罗
来纳州共和党籍议员南希·梅丝抱着宠物狗
投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议员凯特·坎马
克指责民主党人以看热闹心态对待议长选
举，甚至把爆米花、毛毯和酒带到国会山。
法新社记者 6 日看到一些共和党人在祈祷，
希望寻求“上帝的干预”以打破僵局……

面对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众议院高级官
员谢丽尔·约翰逊一再强调在选出议长前保
持秩序和礼仪，但一些议员对她的请求无动
于衷。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议员劳伦·伯贝
特甚至宣称混乱是“健康民主”的特征，她

“喜欢这样”。

美国国会“疯狂一周”结束

麦卡锡当选众议院议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