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裂国会”基本符合选前民调预期，是美国政治典型的
民意“回摆”。美国政治生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将对共和党籍总统特
朗普构成牵制。少见的高投票率，显示驴象两党充分动员各
自“基本盘”，美国政治以至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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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美国中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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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期选举可以说是对特朗
普执政两年的一次考试，也是对共
和党执政的一次民意测验。

与先前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
情况相比，可以预期，特朗普政府接
下来的施政将受到民主党的更多制
衡，施政阻力将加大，收紧移民政策、

放松金融监管、对富人更有利的减税
等议程都可能遭遇民主党阻击。

尽管中期选举议题以内政为
主，民主党掌控众议院，也可能影响
美国对外政策。

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控制众参
两院，再次显示美国政治极化、社会

分化程度之深，即保守派倾向于更
保守、自由派倾向于更自由。而且，
这种极化有从精英阶层向草根民众
下沉的趋势，中间选民越来越少。

选举过后，党派争斗、“否决政
治”恐怕会继续困扰华盛顿的政治
议程。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也可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新华社华盛顿11月6日电（记
者颜亮 孙丁）据美国多家媒体6日
晚报道，民主党在当天举行的中期选
举中夺回国会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
则进一步巩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
美国国会将再度进入“分裂”时代。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
闻台等媒体报道说，民主党获得的席
位将超过众议院多数党所需的218
席，时隔8年重新控制众议院；共和
党在印第安纳、密苏里等州夺回国会
参议院席位，进一步巩固了参议院多
数党地位。新一届国会将于2019年
初履职。

民调显示，医保、移民和经济是
本次选举中最受关心的三大议题；近

三分之二的选民表示，希望通过投票
表达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或反对。

特朗普6日深夜在社交媒体上
说：“今晚取得巨大成功，感谢所有
人！”现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
人佩洛西则表示，新一届国会将对白
宫进行制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达雷尔·韦斯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国会陷入“分裂”或将引发
更多政治僵局。分析人士指出，民主
党或凭借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对特朗
普政府内政外交事务进行更多牵制。

当天的中期选举还改选了36个
州长、三处海外属地的行政长官和大
部分州级立法机构等。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选举每四
年举行，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其
中一次国会选举在两届总统选举
之间举行，获称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改选众议院全部435
个议席。参议院改选大约三分之

一，今年有35席面临改选。另外，
今年中期选举改选美国50个州的
36个州长职位，三处海外属地的行
政长官，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等
主要城市的市长，以及全美99个
州立法机构中的87个。

从历史上看，中期选举一般不
利于总统所属政党。自19世纪60
年代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总统所属
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平均会失去32
个众议院议席和两个参议院议
席。 （据新华社电）

凸显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尽管失去众议院，特朗普依然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今晚取得巨大
成功。”按照他的解释，重点是保住
了参议院。

特朗普6日深夜打电话给众议
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祝贺民主
党。后者的发言人说，特朗普接受
佩洛西关于跨党派合作的呼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教授刁大明说，这次选举投票率
非常高，显示两党基本盘的巩固

和归位，自由派选民表达对特朗
普的不满，保守派选民同样用选
票“保卫特朗普”。民主党能够夺
回众院，主要赢在大都市郊区，并
且争取到女性、年轻人和拉丁美
洲裔选民支持。

至于选举结果是否会影响两年
后的总统选举，刁大明认为两者关
系不大。2010 年、1994 年中期选举
共和党优势明显，时任总统民主党
籍的奥巴马、克林顿依然较为轻松

地赢得连任。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

地执行副主任王栋指出，尽管民主
党夺回众议院，两年前总统选举时

“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民粹主义和
反全球化、反移民等社会情绪还
在 ，美 国 政 治 和 社 会 更 保 守 、更
封闭的倾向并未改变，这会影响
国家今后发展。民主党难以扭转
这一趋势，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迎合。

与两年后的总统选举关系不大

美联社报道，在州一级层面，共
和党在6日投票日以前有可观优势，
掌控99个州立法机构中的三分之
二和 33个州的州长职位；全美 25
个州的州长和州议会两院均由共和
党人把持，民主党只在8个州拥有

“三重”权力。
共和、民主两党不仅想赢得本次

国会中期选举，还想为两年后的总统
选举争取优势。按照路透社的说法，
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国会选区

将重新划分，而今年当选的州长届时
仍在位。在部分州，州长有权调整选
区版图，继而影响国会选举以至总统
选举的结果。

受此影响，共和、民主两党对这
次州长选举投入巨大。截至10月中
旬，民主党州长协会及相关实体过去
两年间募集1.22亿美元资金，创新
纪录；共和党州长协会“吸金”能力更
强，募得至少1.56亿美元。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布局未来

州长选战

驴象两党各有输赢
与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6日晚陆续揭晓同时，依媒体估

算，在州长选举这一“次要”战场上，共和、民主两党各有输赢。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日2时（北京时间7日15时），媒体普

遍关注的佐治亚州州长人选悬而未决；另一场高曝光度的竞选
中，39岁的民主党人安德鲁·吉勒姆落败，未能成为首名非洲
裔佛罗里达州州长。

与国会中期选举同一天，美国
50 个州中 36 个州的州长得以改
选。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中期选举的
焦点是谁能掌控国会参众两院；在州
一级层面，赢得州长职位有助于共
和、民主两党就医保、控枪等议题支
持或反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的州长选举
备受关注。佛州塔拉哈西市市长吉
勒姆6日晚承认败选。媒体估算结
果显示，民主党人吉勒姆的得票率仅
比共和党籍对手罗恩·德桑蒂斯少一
个百分点。

在佐治亚州，如果44岁的民主党
人斯泰茜·艾布拉姆斯胜选，将成为美
国首名女性非洲裔州长。不过，媒体

点算超过90%的选票后报道，艾布拉
姆斯比对手、佐治亚州共和党籍州务
卿布赖恩·肯普落后近7个百分点。

路透社分析，上述两场州长选举
的重要性在于，检验自由派民主党人
能否凭借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
支持在相对保守的美国南方州胜
出。政策主张相对温和的民主党人
以往多次在这些南方州失利。

投票日前，现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
普和前任民主党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分别为各自党派的候选人拉票助威。

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一度
闹出“乌龙”，在一档晚间节目中提前
宣告吉勒姆胜选，10多分钟后承认，
错误发布了测试数据。

角逐激烈

在其他州，密歇根、堪萨斯两州
州长归属民主党人。这两州在2016
年总统选举中都把选举人票投给特
朗普。特别是特朗普盟友、堪萨斯州
州务卿克里斯·科巴克败选，成为民
主党在这一共和党传统“票仓”的一
大收获。

共和党人除赢得佛州州长外，还
拿下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州长。按
照美联社的说法，这三州在两年后的
总统选举版图中地位突出。共和党人
还保住了俄克拉何马州州长职位。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杰拉德·塞
布分析，如果民主党人能当选伊利诺
伊、俄亥俄、密歇根、艾奥瓦和威斯康
星五州州长，将影响特朗普2020年
竞选连任选情。上述五个美国中西
部州2016年倒向特朗普。

从目前媒体估算的投票结果看，
伊利诺伊、密歇根、科罗拉多、缅因、宾
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州长归属民主
党，佛罗里达、俄亥俄和艾奥瓦州归属
共和党。民主党人还希望拿下内华
达，共和党则期待夺走康涅狄格。

互有攻守

分裂分裂

美国中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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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尔地区法庭6日开始审
理一名现年94岁的前纳粹集中营警卫所涉“充当
谋杀帮凶”案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德国加紧追究
仍在世的前纳粹分子法律责任，哪怕他们已是风
烛残年，无法服刑。检方说，德国对受害者和家属
负有“道义”责任。

兑现道义承诺
据检方诉状，被告家住德国西部博尔肯地区，

1942年6月至1944年9月在当时遭纳粹德国吞
并的但泽自由市、现波兰城市格但斯克附近德国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充任纳粹党卫军警卫，为纳
粹处决多达上百名集中营所囚人员充当帮凶。

被告当时年龄为18岁至20岁，不足刑事犯
罪法定成年标准21岁，这起诉讼因而由少年法庭
受理。

检方没有公开被告姓名。德国《世界报》报道
称呼他“约翰·R”，过去是园林景观建筑师，曾就
职于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政府机关。

鉴于被告年龄，法庭每天庭审最多两个小
时。检方说，被告“精神状况正常”，适合出庭。一
旦定罪，被告最多可能获判15年监禁，但他的身
体状况可能不适合服刑。

检察官安德烈亚斯·戈伦德尔说，既然德国
对谋杀罪没有追诉时效限制，检察机关有义务追
究作恶者的法律责任，同时需要考虑“道义因
素”，即“德国对当年纳粹罪行的受害者及其家
属作出了承诺”。

被告2017年被捕，坚称对集中营内屠杀恶行
不知情。检方驳斥这种说法，认定警卫是集中营
运行体系关键部分，“对屠杀手段心知肚明”。

追究“齿轮”责任
这是德国司法机关寻求将所有在世前纳粹分

子绳之以法的最新案例。
德国一家法院2011年作出里程碑式判决：法

官认定曾在德军占领波兰时期所设索比布尔集中
营充任警卫的约翰·德姆扬鲁克充当“纳粹杀人机
器的齿轮”，成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帮凶，判处他
5年监禁。

接受司法审理时，德姆扬鲁克91岁。他次年
去世，上诉未决。

参照这一判决先例，德国法院对曾在奥斯维
辛集中营充任会计的奥斯卡·格伦宁和充任警卫
的赖因霍尔德·汉宁作出有罪判决，两人获罪时同
为94岁，入狱服刑前去世。

德国检方另外起诉一名现年93岁的前施图
特霍夫集中营警卫，被告是否适合出庭接受审理
不得而知。

历史资料记载，二次大战结束前，累计2.7万
人在波兰境内纳粹集中营中丧生，一些死于毒气
或毒药，一些遭枪毙，还有一些因为苦役或医疗条
件恶劣而身体虚弱，最终冻死或饿死。

据施图特霍夫博物馆资料，施图特霍夫集中
营建于1939年，累计关押11万人，其中6.5万人
死在集中营。

历史学家彼得·舍特勒尔说，坚持让垂垂老矣
的前纳粹分子接受司法审理背后有一个“重要的
人道主义和法律理由”：“假如我们放过这一案件，
等于为放过其他案件提供一个新借口。法治不应
允许例外存在。”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绝不放过！

94岁前纳粹警卫受审

11月6日，在德国明斯特，一名法警推着坐在
轮椅上的被告人入席。 新华社/法新

英国一咨询公司预测

中国2030年成
全球最热旅游地

英国欧睿国际咨询公司6日预测，到2030年，
中国有望取代法国，成为全球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报告显示，全球今年接待跨境游客14亿人
次，比去年增加5%；不少主要经济体2018年经济
呈现较强劲增长，预计促使国际旅游业收入增长
11%；到2030年，跨境游客将再增加10亿人次。

全球旅游业8年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速，
大部分增长集中在亚太地区。得益于经济增速较
快、中产阶层规模扩大，亚太地区消费者用于休闲
娱乐的可支配收入更多，今年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增加10%，两倍于全球范围平均增长率。

在亚太地区，中国表现尤为突出，按照现有增
长趋势，预计到2030年将取代法国，成为最受海
外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欧睿的旅游业高级分析师沃特·海尔茨说，亚
太经济体逐步放宽签证限制，为地区内跨境旅行
提供更多便利，所接待入境游客80%来自本地
区。他说：“旅游业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支柱产业，
中国推出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行动倡议以
外，为改善旅游业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标准投
入不少。”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国会国会
美国迎来美国迎来

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选民在投票。 新华社发

1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倒映在雨后的积水中。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