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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新华社洛杉矶9月19日电（记者
黄恒）互联网平台TikTok19日发表声
明说，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与美国甲骨文
和沃尔玛两家公司达成原则性共识，三
方将据此尽快达成符合中美两国法律
规定的合作协议。

声明说，这份原则性共识已作为提
案交给美国政府，TikTok认为三方原
则性共识将解决围绕公司未来在美国
运营和发展的问题。TikTok愿继续为
包括1亿美国用户在内的全球用户提
供“一个安全和包容的平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华盛顿说，
他已“原则上”同意TikTok与甲骨文、

沃尔玛公司的合作方案。美国商务部
随即表示，推迟实施此前宣布的有关禁
止TikTok软件在美国境内应用商店下
载和更新的决定，从当地时间20日午
夜推迟到27日午夜。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说，美
方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与移动应用程
序WeChat和TikTok的有关交易，严重
损害有关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扰乱正常
的市场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
促美方摒弃霸凌行径，立即停止错误做
法，切实维护公平透明的国际规则和秩
序。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
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大法官去世 恐引发美两党补位大战

并非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都支持
快速任命替任大法官。

代表缅因州的联邦参议员苏珊·柯
林斯19日说，提名大法官应该“等一等”。

“美国民众要么会选择（特朗普）连
任，要么会选出一名新总统，”柯林斯在社
交媒体推特发文说，“从对美国民众公平

的角度说，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决
定应当由11月3日选出的总统来做。”

代表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莉
萨·穆尔科斯基在金斯伯格去世消息公
开前不久接受阿拉斯加公共电台采
访。她当时说，自己不会在临近总统选
举日时投票确认一名大法官的提名。

民主党方面坚持，应当在选举年过
后再填补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

分析人士认为，距离总统选举日不
到两个月，金斯伯格去世引发的民主、
共和两党大法官提名战及其结果可能
对选情产生重要影响。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挑选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重要性，对共和党人展开动
员。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
康奈尔此前已明确表态，参议院将就总统提名
人选进行表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但
须获得参议院半数以上支持才能通过。特朗
普上台以来已两度提名保守派人士出任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尽管民主党人强力阻拦，但
由于共和党人掌握参议院多数席位，两次提名
均“有惊无险”地获得通过。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由5名
保守派大法官和包括金斯伯格在内的4 名自
由派大法官组成。自由派人士担心，如果总统
提名再次获得参议院通过，美最高法院立场将
进一步向保守立场倾斜，关于堕胎、同性恋权
益、移民等问题的判例被推翻的风险加剧。

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大选将近，特朗普不应该
在此时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批评者指出，
共和党人2016年曾有过先例：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当时提名一名自由派人士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但麦康奈尔以美国已进入大选年为由拒绝
将审议提名提上参议院议程。民主党人对此一直
耿耿于怀，因而现在抨击共和党人搞“双标”。

从目前来看，无论民主党人
如何批评，都无法阻止特朗普再
次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悬
念只在于何时宣布和提名谁。

特朗普19日说，他预计将在下
周宣布提名人选。2020年美国总统
选举首场辩论将于9月29日举行，有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在此之前宣布
提名，一方面可以增加舆论关注度，

另一方面可以为辩论设置议题。
总统宣布提名后，国会参议

院将进行审议和表决。美国国会
研究服务部 2018 年一份报告显
示，1975年以来，从总统正式提名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参议院举
行首次听证，平均耗时40天，听证
可能持续四五天，有的超过 10
天。截至 19 日，距离美国总统选

举投票日还有 40 余天，距离下届
总统就职还有120多天。

特朗普说，他希望参议院能
在大选投票日之前就大法官提名
人选举行表决。美国媒体援引共
和党人士的话说，这在操作上有
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如果特朗普
选择提名参议院近期审查和表决
过的联邦法官，进程会更快。

尽管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中有
席位优势，但该党内部并非“铁板
一块”。目前，已有两名共和党参
议员表示，不支持在大选投票日
前就大法官人选举行表决。

民主党人已开始为阻击提名
进行动员和准备。参议院少数党
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 19 日
说，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把大法
官“补位战”的利害关系明确告知

美国公众。美国政治分析师戴
维·格根说，摆在双方面前的将是
一场大仗。

过去数月，特朗普同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攻防战主要围
绕新冠疫情、经济困境、种族歧
视、社会治安等话题展开。由于
这场大法官“补位战”时间上与选
战重合，因此不仅成为重要选举
话题，也为选战带来新看点。

民主党竞选策略师乔尔·佩恩
认为，共和党人想把“补位战”作为
今年大选的“十月惊喜”，以调动保
守派选民的投票热情。也有分析
人士认为，“补位战”的反作用力也
很强，自由派人士对联邦最高法院
进一步右倾的担忧恐加重，因此他
们当中可能也会有更多人去投票。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9日
电 记者孙丁 兴越）

事关最高法院力量对比A 特朗普欲在选前表决提名B

将给总统选战带来新看点C

特朗普拟下周提名女性大法官人选

特朗普19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费耶
特维尔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说，他打算下
周提名大法官人选，“我认为应该由一
名女性（出任大法官）”。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讲这番话时，
他的支持者高喊“填补那个职位”。

联邦最高法院自由派女性大法官
金斯伯格18日去世，让特朗普有机会第
三次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进而加速联邦
最高法院“右倾”。

特朗普先前表示，两名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保守派女法官是替任大法官潜

在人选，分别是位于芝加哥的第七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和位于亚特兰大的第十一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法官芭芭拉·拉戈亚。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推动形成
美国诸多热点议题的政策方面扮演重
要角色。巴雷特 2017 年获任第七联
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先前在印第安
纳州圣母法学院任职。一些维护堕胎
权利的团体担心，巴雷特宗教观点保
守，如果获任，可能推动推翻联邦最高
法院 1973 年就“罗伊诉韦德案”所作

历史性裁决。那起判例中，联邦最高
法院认定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障
女性公民经由安全、合法渠道堕胎的
权利。

拉戈亚担任第十一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法官不到一年。她先前是佛罗里
达州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法官。

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一
旦特朗普提名大法官人选，参议院预期
快速推进确认投票进程。一些法学专
家说，从特朗普提名到参院投票确认，
整个过程可能持续大约一个月。

快速推进

不同声音

挪威北部斯瓦尔巴群岛原矿业小
镇朗伊尔城有一家“斯瓦尔酒吧”，是地
球最北酒吧之一。酒吧现主人打算“做
点其他事”，眼下为酒吧寻觅新主人。

朗伊尔城堪称世界上离北极最近
的城镇，距离北极点大约1300公里。
那里一年内超过100天是极夜，可见极
光；在极昼的日子里，游客可以骑雪地
摩托或坐狗拉雪橇探险。英国《每日邮
报》18 日报道，朗伊尔城有居民约
3000人，每年大约7万游客到访。

斯瓦尔酒吧现主人约翰-埃纳尔·

洛克特说，除不时有北极熊出没，人们
在朗伊尔城还可看见北极狐、驯鹿、北
极鹅、海象、海鸟等野生动物。

洛克特孩童时期随父母在朗伊尔
城生活，在挪威本土上完大学后返回小
镇，2007年开办斯瓦尔酒吧。眼下他
打算“做点其他事”，因此要出售酒吧。
对于酒吧新主人，他认为必须“具备冒
险精神”，能够调动客人情绪。

《每日邮报》报道，酒吧交易价格
有望达到100万欧元（约合801万元
人民币）。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地球最北酒吧之一寻新主人

美国《今日美国报》19日报道,美
国密歇根大学附属医院医生经过近11
个小时手术，成功分离一对14个月大
的连体女婴。孩子们如今回到家中，身
体状况良好。

这对女婴分别名为萨拉贝丝·欧文
和阿梅莉亚·欧文，2019年6月11日生
于美国顶尖儿童医院密歇根大学附属
C.S.莫特儿童医院，胸部至腹部相连。
医院方面说，两人出生时分别拥有独立
的四肢和心脏，但肝脏连在一起。她们
今年8月重返这家医院，经过漫长手
术，终于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

密歇根大学医学部胎儿诊断和治

疗中心主任马西·特雷德韦尔说，孕育
出连体双胞胎相当罕见，连体婴能活着
出院回家者更是少之又少。

这对双胞胎出生时总重大约4.1
千克，状态良好。8月5日早上，小儿整
形外科、小儿心脏外科等多学科医生联
手，开始给两个孩子做分离手术。他们
于当地时间11时19分切下第一个切
口，大约两小时后将孩子们分离。随
后，两组医生分别在手术室内的两端对
两个孩子施行胸腔和腹腔重建术。医
生们预计手术全程可能长达16小时，
没想到提前大约5小时完成。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一名女子为在社交平台上发
视频，在高速公路上探出车身拍视频，
结果摔下车，所幸没有受重伤。

萨里郡道路治安警察部门19日
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帖，以“无语”为
标签介绍这起交通事故。警方在帖
文中没有提及女子姓名，仅说她当天
凌晨乘车行驶在伦敦外环高速公路
上。她坐在前排，身子后来探出车身

拍摄视频，准备发到“阅后即焚”照片
和视频分享平台。她当地时间 1时
30分左右摔下车，掉在有车辆行驶的
车道上，“只是凭运气没有受重伤或
丢掉性命”。

英国《卫报》19日援引警方发言人
的话报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为那名女
子处理伤口，不过警方没有逮捕她。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高速路上探出车身拍视频 英女子摔下车

互联网平台TikTok发表声明说

母公司与美两家公司达成原则性共识 美一对连体女婴成功分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18日去世。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将提名一
名女性保守派人士来填补这一空缺。围绕接替人选，共和、民主两党针锋相对。随着美国大选日益临
近，两党间这场“补位大战”将格外激烈。

国际观察

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下
周将提名一名女
性保守派人士出
任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填补因
露丝·巴德·金斯
伯格去世留下的
空缺。

由 于 共 和
党控制国会参
议院，一旦特朗
普提名大法官
人选，参议院预
期迅速组织确
认投票。

鱼皮在一些人眼中是厨余垃圾，但
在法国一家企业看来，却是制作时尚制
品的宝贝。这家企业收集三文鱼皮来
制皮革，做成表带、钱夹等时尚饰品，希
望能打入高端精品市场。

这家时尚企业名为 Ictyos，由三
名好友共同创立，车间设在里昂附近。
路透社18日报道，将鱼皮制成皮革是

门古老手艺，但从未进入时尚界主流，
眼下它因人们重视环保而迎来新生。

公司创办人之一邦雅曼·马拉特雷
说：“三文鱼鱼皮柔软细腻，厚度不到半
毫米，耐用性几乎等同于牛皮。三文鱼
皮纹理尤为明显，鱼鳞纹路让人想起蜥
蜴，视觉上充满异域风情。”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厨余新出路 三文鱼皮变身时尚饰品

9月19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米丽娅姆·罗德里格斯·吉塞在悼念活动
上放飞一只蝴蝶。她的儿子何塞·爱德华多在2017年的大地震中遇难。

墨西哥19日举行活动悼念2017年和1985年两次大地震的遇难者。2017年
9月19日，墨西哥发生7.1级地震，造成369人死亡。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发
生8.1级地震，首都墨西哥城城区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毁，约1万人死亡。

新华社/法新

墨西哥：悼念地震遇难者

9月1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朱尼珀山，一幢房屋遭山火损毁。
据统计，加州今年山火已超过7800起，造成至少25人死亡，损毁建筑物

6200多所，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创下30年来最差水平。 新华社/路透

加州山火持续蔓延
这是TikTok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卡尔弗城的办公室。 新华社发

9月19日，民众在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前点亮蜡烛，
向大法官金斯伯格致哀。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