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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9月26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提
名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埃米·科
妮·巴雷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
接替近日去世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玫瑰园宣布这
一提名。特朗普称巴雷特具有非凡的
才能和品质，自己在做出提名决定前

仔细研究过她的履历，国会参议院应
“迅速”批准这一提名。

巴雷特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提名
的第三名保守派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按照相关程序，参议院将就提名举行听证
会，并就是否批准巴雷特任职进行表决。

48岁的巴雷特生于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新奥尔良市，毕业于圣母大学法

学院，曾任已故保守派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助理，现为
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
此前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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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18日，金斯伯格因转移性胰腺癌
并发症去世。如果巴雷特获参议院批

准，保守派大法官将增加至6名。
在美国大选临近的背景下，金斯

伯格的去世引发民主、共和两党关于
是否应迅速确定新任大法官人选的激
烈争论。据悉，民主党人和少数共和
党籍联邦参议员反对参议院在11月3
日大选投票日前就提名人选进行表
决，共和党人则普遍持相反观点。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
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提名保守派大法官 恐进一步激化党争

如参议院投票通过，巴雷特将成为
美国历史上第115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
官、第5位女性大法官和目前最年轻的
大法官。届时，联邦最高法院将由6名
保守派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这将
彻底重塑联邦最高法院格局，并使该院

由保守派主导的局面持续更长时间。
特朗普25日在一个竞选集会上称，

任命联邦法官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是（美国）总统能做的最大一件事，因为
它为美国未来四五十年定下了基调”。

民主党人担忧，随着最高法院“右

转”，未来在种族问题、投票权、枪支管
制和环境监管等法律领域，保守派都
有机会逆转过去的判例。

美国媒体和法律界人士指出，在
竞选最后阶段发生的大法官提名战恐
使党争更加激化，并损害联邦最高法

院超脱政治的信誉。从长期来看，如
果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严重失衡，其
裁决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更多质疑，美
国社会的分裂可能因此进一步加深。

（新华社华盛顿9月26日电 记者
徐剑梅 孙丁 邓仙来）

特朗普在大选前提名大法官之举
遭到民主党人强烈反对。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拜登26日发表声明说，在大
选产生下一任总统和下一届国会前，
国会参议院不应对大法官提名采取

行动。然而，由于共和党目前在参议
院掌握多数席位，民主党很难拖延或
阻止参议院通过对巴雷特的提名。

目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宣布
从10月12日起举行为期4天的公开听

证会。预计参议院将在10月底举行全
体投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和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均表示，已
掌握通过巴雷特提名所需的多数票。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26日指责

说，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不仅无视金斯伯
格关于在新总统就职前不任命大法官
的遗愿，还要“用一个可能摧毁她成就
的人来取代她”，并在疫情肆虐之际再
次把“美国民众的医保放在枪口上”。

48岁的巴雷特生于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新奥尔良市，毕业于圣母大学法学
院，曾任已故保守派联邦最高法院大法
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助理。金斯伯格
去世后，她是特朗普“面试”的唯一人选。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选择提名巴
雷特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金斯伯

格被视为美国进步女性“偶像”和争取女
性法律权益的先驱，特朗普在金斯伯格
去世后迅即表示“最有可能”提名一名女
性法官，以顺应民意。其次，巴雷特在堕
胎、医保、控枪、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持
保守立场，深受美国社会保守派和宗教
右翼人士欢迎。第三，要赶在11月3日

总统选举投票日前通过提名，参议院快
速完成听证程序至关重要。巴雷特2017
年被特朗普提名为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
院法官时已通过国会审查程序，因此提
名她可缩短背景审查时间，减少发生意
外的概率。

此外，美国舆论认为，大法官提名

战将为大选设置新议题，可能会分散
美国选民在竞选最后阶段对新冠疫情
的注意力，有利于特朗普的选情。同
时，巴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
教徒是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重
要选民群体，提名她被认为可能有助
于特朗普在该州争取更多支持。

日本知名女演员竹内结子27日去
世，疑似自杀。多家日本媒体报道，家
人27日凌晨发现竹内在家中上吊，立
即将她送往医院，她随后被确认死亡。

警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目前没有
发现遗书。

竹内现年40岁，出演过多部电影
和电视剧，在日本获得许多奖项。

竹内是7月以来第四名疑似自杀
身亡的日本知名艺人。30岁的男演员
三浦春马、36岁女演员芦名星和80岁
男演员藤木孝分别于7月、本月14日
和20日被发现死于家中，疑似自杀。

竹内结子曾与三浦春马合演影片，
包括今年7月上映的她生前最后一部
影片。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女星竹内结子去世
3个月内4名艺人疑似自杀

美国老人德林·纽伊已经89岁高
龄，仍要送外卖补贴家用。好心的客
人们因此发起募捐，为他筹集到1.2万
美元（约合8.19万元人民币）“小费”。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报
道，一户姓韦尔德兹的人家22日上午
拜访住在犹他州的纽伊，给他送去一
张1.2万美元支票。收到这份厚礼的
纽伊感动得流泪。他说：“要我怎么说

谢谢？我不知道说什么。”
纽伊年事已高，仅凭社保难以过

活，因此开始给一家披萨店送外卖，每
周工作30个小时。

韦尔德兹一家把老人送披萨的
情景拍下来，上传到社交媒体。他们
的社交媒体帐户很快吸引5.3万人关
注，不少人为纽伊捐款，很快筹到1.2
万美元。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89岁老翁送外卖获1.2万美元“小费”

9月26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几名女孩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参加
农业展销节。随着当地秋收的基本结束，白俄罗斯各地相继举办农业展销节等活
动，欢庆秋收。 新华社发（任科夫 摄）

白俄罗斯：欢庆秋收

泰国一家酒店起诉一名在泰国工
作的美国人，称这名美国人多次在不同
网站上给这家酒店“差评”，“损害酒店
声誉”。

泰国《曼谷邮报》27日报道，位于
象岛的“海景度假酒店”称，名为韦斯
利·巴恩斯的这名美国人在猫途鹰旅游
网站上中伤该酒店，还因拒付开瓶费与
酒店员工争执。

巴恩斯曾入住“海景度假酒店”，今

年7月在猫途鹰旅游网站对这家酒店
给出负面评价。他写道，酒店员工“不
友善”，行为举止“似乎不欢迎任何人来
这里”。他6月在这家网站发布的另外
一条评论称“海景度假酒店”实行“现代
奴隶制度”。

根据泰国法律，若巴恩斯被判中伤
罪名成立，最高可遭2年监禁和20万
泰铢（约合4.3万元人民币）罚款。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泰国酒店状告给“差评”客人

9月26日，特朗普（左）和巴雷特出席在华盛顿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提名公布活动。 新华社/路透

《政治报》报道，特朗普和拜登的
代表经抛硬币决定，29日晚辩论第一
个问题由特朗普回答。

多名匿名知情人士告诉美联社，两
名总统候选人眼下对这场辩论的准备迥
异。特朗普团队几乎未做正式准备，拜
登团队则已让高级顾问、前白宫总顾问
鲍勃·鲍尔扮演特朗普，陪练了好几次。

特朗普一方拒绝披露是否已找人
扮演拜登。按照总统助理和盟友的说
法，特朗普坚称最好的准备就是做好
日常工作，特别是与媒体记者频繁的

“争吵式”互动。竞选团队本月初安排
特朗普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中直接回
答选民提问，以便为今年第二场“市民
大会”式辩论做准备。

而拜登一方则让鲍尔按特朗普的

风格和惯用策略与拜登舌战。美联社
说，拜登团队在积极筹备的同时，有意
淡化辩论对选情的重要性。他们认为，
过往选举中曾有多场被认定会“一锤定
音”的总统竞选辩论最后影响甚微，而
今年的疫情和经济情况已让选民不堪
重负，辩论不会改变选战的基本走向。

拜登本人26日告诉微软—全国广
播公司，他预期辩论“艰难”，已准备好
全力出击，认为特朗普“不知道如何讨
论事实”“没那么聪明”“不熟悉外交政
策”“不懂细节”，只会直接人身攻击。

法新社说，特朗普从未停止嘲笑
拜登精力不足，常称后者“瞌睡乔”。
不过，两人似乎都容易说错话，只是特
朗普更具攻击性。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政治报》26日报道，特朗普
和拜登派出的代表经“友好协商”决
定，鉴于当前疫情仍在美国肆虐，两人
29日晚不会依照传统在辩论开始前握
手，也不会改用碰肘完成这一仪式，因
为双方阵营都觉得碰肘“别扭”。

不过，特朗普、拜登和当晚的主持
人、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克里斯·华莱士
都不会佩戴口罩。

与先前总统竞选辩论不同，在辩
论举办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斯
西保留地大学校园现场“观战”的人数
已被限制在75至80人。观众入场前
会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受疫情影响，辩论结束后媒体记
者在接待间与两名总统候选人访谈的
环节也被取消。记者可转而采访双方

竞选团队代表。
特朗普和拜登今年将激辩3场。

首场辩论原定由位于印第安纳州南本
德市的圣母大学主办，因疫情被迫挪
至克利夫兰市。第二场辩论原定10月
15日在密歇根大学举行，后地点改为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代表特朗普出面敲定细节的包
括2016年协助他准备总统竞选辩论
的里克·埃亨及其竞选连任团队副经
理马克斯·米勒，代表拜登的是长期
服务民主党的律师布雷迪·威廉姆
森。

美联社说，辩论可让数以百万
计选民比较两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和
个性，因而被视作2020年大选竞选尾
声阶段的重要环节。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已派代表敲定
29日首场总统竞选辩论细节。受新冠疫情影响，两人当晚不会握手或碰肘，现场观众也限制在至多80人。

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对这场辩论几乎没准备，拜登则已模拟演练过多次。

美总统首场辩论 特朗普要 ？

国际观察

26 日，白宫玫瑰
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
布提名立场保守的联
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
法官艾米·科尼·巴雷
特为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填补自由派大法
官金斯伯格去世后留
下的空缺。美国宪法
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由总统提名，由参
议院批准。分析人士
预计，在美国总统选举
日益临近的背景下，共
和、民主两党将围绕这
一提名展开激烈争斗。

防疫细节多：不握手限人数 特朗普几乎没准备

奥地利和瑞士阿尔卑斯山区25日
夜间至26日凌晨突然降雪，今年降雪
日期之早令不少人吃惊。

这轮降雪主要是受气温急速下
降和湿度增加的影响。瑞士气象部门
26日说，该国南部瓦莱州城镇蒙大拿
降雪厚度高达 25厘米，创下同期降

雪厚度纪录。奥地利和瑞士地方政
府部门出动人力物力在山区道路上
清理冰雪。

阿尔卑斯山位于欧洲中南部，横跨
多个国家，是著名的登山和高山滑雪胜
地，时常发生雪崩事件。

郭倩（新华社微特稿）

阿尔卑斯山区提前迎降雪

新华社拉巴特 9 月 26 日电（记
者陈斌杰）摩洛哥国家安全局 26日
发表公报说，摩洛哥警方 25日在海
滨城市杰迪代附近查获近 1吨大麻
制品。

公报说，警方在扫毒行动中逮捕两
名犯罪嫌疑人，查获940公斤大麻制
品，货车、橡皮艇等用于毒品交易的交

通工具，以及大量现金。
公报说，摩洛哥司法部门正在对此

案展开进一步调查。
摩洛哥一些地区非法种植大麻情

况严重。过去10多年来，警方加强了
打击大麻种植和大麻制品交易的力度，
查获大量大麻制品。据报道，摩洛哥的
大麻制品大多走私到欧洲。

摩洛哥警方查获近1吨大麻制品

9月25日，一名女子戴着口罩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一间健身房健身。
哥伦比亚国家卫生研究院9月26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新增确诊

病例7721例，累计确诊超过80万例，达到806038例。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公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累计确诊病例数居全球第五位，仅次于美国、印度、巴西和
俄罗斯。 新华社/路透

哥伦比亚新冠病例破80万 居全球第五

“裸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