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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美国总统选举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议会领袖、民主党人士杰西·昂
鲁这句不经意的玩笑话，因其犀利
而精准，流传甚广，用其描述美国的
竞选再恰当不过了。

“我真的很有钱。”亿万富豪特
朗普的这句“口头禅”，一语道破美
国总统竞选的天机。

在美国，有钱不一定能当上总
统，但没钱是肯定当不上总统的。
钱从哪里来？要么自己拥有，要么
就去筹款。

在这次总统竞选中，特朗普自己
很有钱，其他总统竞选人则忙于筹
钱。筹款本事就像一道筛子，先过滤
一批没这个本事的竞选者，即便他们
的政策主张受到多数美国人欢迎。

筹款之需，为特殊利益集团
和富人阶层利用财富操纵美国政
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美国选举
中，虽然很少发生直接受贿的事
件，但由于法律护航，金钱对权力
施加影响、权力为大企业有偿服
务的行为已被合法化。

《华盛顿邮报》4月15日发布报
告说，截至今年2月底，美国大企业
和富人阶层已向“超级政治行动委
员会”捐款6亿美元，其中41％来自
50个超级富豪家族。

2009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被合法化。此后，企业虽然不能为
竞选人基金输入大笔资金，但却可

以向所谓的独立组织一掷千金，这
些组织也有权为竞选人开展竞选活
动。竞选人一旦竞选成功，日后便
会对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者

“报之以李”。
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

科波夫指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
总统及国会选举的影响力非常大，但
它得到合法化这一事实本身，便意味
着美国政治体系已陷入危机。

阿科波夫强调，超级政治行动
委员会的存在引起了普通美国人的
不满，而政治精英打算公开违背民
意，不会关注国家福祉。

“美国政治里钱潮涌动，这些资

金百分之百合法，却产生了根本性
的腐化效果。”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本杰明·佩吉这一看法与阿科波夫
的观点产生了强烈共鸣。

美国前总统卡特曾道出肺腑之
言：“美国是一个寡头而非民主国
家。美国民主是虚伪的，不管控制国
家和媒体的寡头向它注入了多少资
金……令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政治
体系事实上已被摧毁。如今，只有政
治行贿没有止境的寡头才能决定推
举谁当总统候选人、让谁当选。州
长、参议员、众议员也是如此。”

据预测，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费用有望突破50亿美元，轻松打破

2012年创下的20亿美元纪录，成为
美国史上最贵的选举。

为寻回失落的“民主”，4月11
日，数千名抗议者从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出发，徒步跋涉220余公里，向
首都华盛顿进发。此后，在这场被
称为“民主之春”的抗议活动中，示
威者们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
束金钱政治的腐败行为，确保选举
公正自由，让每一位美国人都能发
出平等的声音”。示威者中，有人手
持标语：“将巨额献金清扫出政治。”

结果，超过400名示威者遭到
逮捕。

至此，人们已经不难看清，在美
式民主的面纱下，美国政治到底是
何种面目。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聚焦美国总统预选之战，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抹黑、谎言与金钱

掀开美式民主的面纱

5月3日，美国总统预选之战的结局骤然明朗：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希拉里也已基本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倘若不出意外，美国下一任总统将在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产生。
透视这场美国总统预选之战，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抹黑、谎言与金钱。
“不管你持什么观点，美国民主的健康都是值得担忧的。特朗普等投机取巧者为争

夺总统这个角色斗得不可开交。”英国《金融时报》美国问题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不久
前一针见血地指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其小说
《竞选州长》中描绘了候选人不择手
段抹黑对手的种种招数。

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似乎可
以称为马克·吐温小说的现实版。

就在3日举行的印第安纳州预
选前两天，特朗普与另一名共和党
总统提名争夺者、得克萨斯州联邦
参议员克鲁兹在竞选造势中相互
对骂：

——特朗普援引小报报道称，
克鲁兹父亲与“肯尼迪遇刺案”有牵
连，还说克鲁兹“精神越来越错乱”。

——克鲁兹则指名道姓骂特朗

普是“女人的连环杀手”“病态的撒谎
者、自恋狂”，并称“在所有方面，特朗
普都在欺骗选民，把选民当笨蛋”。

今年3月，一张“艳照”成为美
国舆论关注的话题。一个超级政治
行动委员会找出模特出身的特朗普
夫人多年前为时尚杂志拍摄的这张
照片，用它来制作反对特朗普竞选
的广告，上面写着：“这就是你所选
的下任第一夫人，不想这样的话，周
二就投票给克鲁兹吧。”

特朗普随即发起反击，在个人
推特上发布了一张把他夫人和克鲁
兹夫人的照片拼在一起对比的图
片，前者“形象靓丽”而后者“形象不
佳”，以此来丑化克鲁兹夫人。

此事后来进一步发酵。美国媒
体爆料称，克鲁兹可能有“多个情
人”，其夫人还曾因此抑郁。对此，
克鲁兹夫妇予以否认。

4月5日，克鲁兹赢得威斯康星
州预选后，特朗普团队发表声明说：

“克鲁兹比傀儡还傀儡，他是一个特
洛伊木马，受共和党大佬操纵，试图
从特朗普手中偷走提名。”

事实上，今年美国总统竞选“希
拉里对阵特朗普”态势4月中旬就
隐然形成。从那时起，双方口水战
日趋激烈，他们互称对方是个“灾
难”。支持希拉里的最大的超级政
治行动委员会日前宣布，将发布广
告片，揭露特朗普的“骗子”面目，片
名是《特朗普：销售的艺术》。

而在4月26日拿下东北五州预
选后，特朗普在庆祝讲话中也没忘
记攻击希拉里。他指责希拉里打女
人牌，宣称如果希拉里是男人，她连
5％的票都拿不到。

其实，多少年来，美国选举的
进程一直是一个竞选人相互攻击、
互曝丑闻的过程。翻找旧账者有
之，散布谣言者有之，拿桃色新闻
说事者有之，拿健康和家人说事者
亦有之。

为了登上总统宝座这一权力的
顶峰，他们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把对
手踩到脚下。

让－雅克·卢梭曾说：“人民永
远不会腐化，但有时会被蒙骗。”

在这次美国总统预选中，一些
总统竞选者就口无遮拦，大放厥词。

许下看似美好但难以实现的政
策承诺，画下一个大饼给选民充饥，
以赢得他们的选票，这是美国总统
竞选人的惯用手法。

“我们将沿着墨西哥打造一个
强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边界……
我们将建造一堵墙。”2月9日晚，特
朗普对选民发表演讲时如是说。特
朗普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要在美墨
边境修一道“美丽的墙”，以杜绝被
他称为“毒犯”和“强奸犯”的非法移

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在今年美国总统预选中，特朗

普成了口出狂言的代表。他声称要
“禁止穆斯林入境”，并遣返1100万
非法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他还主张
废除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并
对外国商品征税，以夺回被其他国
家抢走的工作机会。

在此次美国总统预选中，民主党
竞选人桑德斯无疑是除特朗普之外
的另一个“异类”。他提出了幻想式
的医疗政策和财政政策，还誓言要废

除美国国内税务局和联邦储备系统。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理查德·里夫斯发表文章说：“特朗
普的想法很疯狂，而桑德斯的想法
很不中用。”

“如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政策
规划和他们获得多大的政治支持，
似乎已经没有关系。如果非要扯上
关系的话，那也是反向的关系，特朗
普提供了政策从政治出发的最生动
的例子，”里夫斯说。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

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桑德斯在许多
重大问题尤其是金融改革上，只是简
单地喊口号，而没有做认真的思考，
他的政治变革理论完全不现实。

为讨好选民、赢得选举而随意
承诺，背后是美国选举中根深蒂固
的“谎言文化”。比如在2012年的
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
姆尼被人曝光惯于信口开河，在30
周内共撒了533个谎。

而此次大选中，在“邮件门”问
题上一直死不认错的希拉里面对舆

论的追究最终承认“那是一个错
误”，并称“对此我感到抱歉，我对此
负责”，令其诚信遭受质疑。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
题专家叶海林指出，美国大选现在
好像是在比谁说话更吸引眼球，而
不是谁更有办法。大选时什么都
可以说，选后什么都不办。很多问
题在选举时显得很严重，但选后却
无人过问。

美国《赫芬顿邮报》在一篇评
论里这样评价美国大选中的谎言
现象：“或许，这就是担任帝国总统
一职的新标准——要的不是坦诚，
而是谎言。”

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把对手踩到脚下抹黑

口无遮拦，大放厥词狂言

有钱未必能当总统，没钱肯定当不了总统金钱

5月3日，在美国纽约，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预选获胜后对支持者挥手。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5日电 俄罗斯总统
普京4日签署一项新法律，法律规定，俄国家杜
马（议会下院）议员若连续旷会超过30天将被
剥夺议员资格。

俄司法系统官方网站“俄罗斯法律信息”5
日发布消息说，根据新法律，对连续旷会超过
30天的议员，该议员所属议会党团和该议员所
属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均有权向国家杜马提交
剥夺其议员资格的提议。

普京签署新法律

议员连续旷会30天
将被除名

据新华社伦敦5月4日电（记者夏晓）英国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4日晚公布2016年世界大
学声誉排行榜，中国内地5所高校跻身百强。

这5所高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分别排在第18位和第21位，是中国高
校首次位列20强前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
大学位于71至80组别，浙江大学位于81至90
组别。

进入百强的中国香港高校包括香港大学
（第45位）和排在71至80组别的香港中文大
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台湾进入百强的高校
是台湾大学，位于81至90组别。

中国内地5所高校跻身
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百强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4日电（记者车宏
亮 杨臻）叙利亚军方4日宣布，自5日开始在
叙北部城市阿勒颇实施暂时性停火。

叙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停火自5日凌晨1
时开始生效，持续时间为48小时。

叙军方早前宣布在首都大马士革及其东郊
东古塔和拉塔基亚省北部地区实施暂时性停
火，以维护美俄今年2月达成的停火协议。

阿勒颇市曾是叙利亚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
市。目前，该市各区分别由叙政府军、反对派武
装和极端组织控制。4月23日以来，袭击事件
明显增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叙军方宣布
在阿勒颇停火48小时

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5月4日
表示，日本高田公司将在美国再召回3500万至
4000万个存在缺陷的安全气囊。

这是2014年11月22日在日本横滨拍摄的
高田公司标识。

新华社/法新

日本高田公司
在美再次召回问题安全气囊

美国白宫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记者林小
春）美国科学家4日说，他们第一次证明机器人
能独立实施软组织手术。这项进展意味着机器
人手术医生正走向现实。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
志上报告说，这种名为“智能组织自动化机器人”
的设备配备了机器臂和手术工具，它在猪体内进
行肠吻合手术的效果超过外科专家及目前市场
上最知名的“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

软组织手术拥有巨大市场。据统计，美国每
年有约100万个病例需要进行此类吻合手术。

机器人首次成功
自主实施软组织手术

据新华社安卡拉5月5日电 （记者施春
郑金发）土耳其总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主
席达武特奥卢5日宣布，他决定将辞去正发党
主席和土耳其总理职务。

达武特奥卢是在当天正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宣布
的。他说，正发党将于5月22日举行特别会
议，推选产生新一届党主席。

达武特奥卢于 2014 年 8 月就任土耳其
政府总理，并出任正发党主席。此前，他曾
先后担任土耳其总理首席顾问、外交部长等
要职。

达武特奥卢宣布
将辞去土耳其总理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