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琴海地震90小时后，一名4岁
女孩3日奇迹般从瓦砾中获救。

搜救人员从土耳其西部海滨城市
伊兹密尔一座倒塌建筑中发现并救出
艾拉·盖兹京。一名搜救队员告诉土
耳其媒体，他听见瓦砾中传来一个女
孩的呼救声，“我把头伸进洞口，她说

‘我叫艾拉，我没事’”。女孩说自己非
常渴，想喝水和酸奶。

搜救人员给艾拉裹上毯子，把她

送进救护车，现场爆发掌声和欢呼
声。“在第91个小时，我们见证了奇
迹。”伊兹密尔市长通奇·索耶3日在
社交媒体写道。

土耳其西部爱琴海海域10月30
日发生6.6级地震，伊兹密尔是重灾
区。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部门3
日说，遇难者上升至102人，1026人
受伤。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震后逾90小时 土耳其4岁女孩获救

11月3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救援人员从一座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救出一
名4岁女孩。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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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选举

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新冠疫情、
种族歧视、政治极化三大因素交织，
令大选之年的美国社会乱象频生。

政府防控不力导致美国新冠疫
情持续肆虐。选举日前一周，是美国
疫情暴发以来“最糟糕一周”，单日新

增病例屡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已经
超过928万例，死亡超过23万例。

新冠疫情下，美国长期存在的
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更显尖锐，多
地抗议活动已持续数月，族群对立
和社会撕裂加剧。

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日趋尖
锐，党争愈演愈烈，相互“制衡”沦为
彼此“否决”。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
裂，社会撕裂又反作用于政治极化，
美国人民成为最大受害者。

刘江（新华社专特稿）

总统选举投票主要分为现场和邮
寄投票两种形式。受新冠疫情影响，
本次总统选举中，邮寄投票的选民明

显增多。“美国选举计划”网站统计，超
过9600万名选民已经提前投票，其中
超过6100万人以邮寄方式投票。

相比现场投票，邮寄投票处理
环节更复杂、耗时更长，可能导致选
举结果推迟揭晓。

美国总统选举采取“选举人
团”制度，由代表50个州和首都华
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 538 名选举
人组成，各地选举人票数不等。除
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外，其他
地区实行“赢者通吃”规则，即赢
得选民票最多的候选人获得本地

区所有选举人票。候选人获得超
过半数选举人票（270 张或以上）
即可当选总统。

按照该制度，即便在全美取得
普选票优势，也不一定最终赢得
选举。因此，两党候选人支持率
胶着的“摇摆州”选举结果至关重

要。2016 年总统选举，特朗普普
选票落后，但是依靠拿下多数“摇
摆州”当选。

2020年总统选举，佛罗里达、宾
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亚利桑那、
密歇根和威斯康星被普遍视为左右
选举结果的“摇摆州”。

维也纳多处发生枪击5死15伤
一名中国公民在事件中受轻伤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2日晚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多名枪手在6处地点开枪射击，
至少5人死亡、15人受伤。截至3日,已有2名男子和2名女子死亡，另有1名枪手遭警方击
毙，警方仍在追捕其他歹徒。

记者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了解到，目前已知一名中国公民在2日晚发生的这起事件中
受轻伤。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已与伤者及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正密切跟踪事态发展，提供必
要领事协助。

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称该事件为“卑劣的恐怖袭击”。

案发地点位于维也纳一座主要犹太教堂
附近咖啡厅和餐厅众多的闹市区。未经证实
的社交媒体视频显示，枪手在街道穿行，似乎
随机开枪，民众慌忙逃散。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奥地利定于3日起实
施新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不少人赶在2日晚前往酒吧和
餐馆，这些场所将停业至本月
底。

现场目击者克里斯·赵（音译）说：
“我们听见像爆竹响的噪音，大约20
到30响，觉得可能是枪声。我们还看
到救护车……集结，有受害者。挺伤

心的，也看见有人倒在街上，就在我们旁边。”
市长米夏埃尔·路德维希说，15 名伤

员中，7人伤势严重。伤员包括一名警察，
据奥地利《克朗报》报道，他负责守卫那座
教堂。

内政部长卡尔·内哈默确认，一名枪手被
击毙，至少一名枪手在逃。政府已要求军方
把守城市关键地点。他呼吁民众留在家中，
避免前往市中心地区。

奥地利警方已启动重大反恐行动，呼吁
民众不要使用公共交通。维也纳市中心已设
置路障。邻国捷克警方已开始在边境地带实
施随机核查，担忧枪手流窜入境。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在枪击事件发生数小时
后说：“我们沦为首都一起仍在持续、卑劣的恐怖
袭击的受害者。”多名枪手“似乎依然在逃”，“据
我们所知，他们装备精良，携带自动化武器”。

他说，警方正在调查作案动机，暂时无法
排除反犹袭击可能性。

维也纳犹太裔社区领袖奥斯卡·多伊奇
在推特上写道，暂不清楚那座犹太教堂是否

为袭击目标，但事发时已经关门。
这座犹太教堂1981年遭到两名巴勒斯

坦人袭击，造成两死18伤。维也纳机场1985
年发生巴勒斯坦极端团体袭击事件，造成三
名平民丧生。

不过，奥地利近年来没有发生与在法国
首都巴黎、德国首都柏林及英国首都伦敦等
地恐怖袭击相类似的事件。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谴责袭击
是“充斥暴力和仇恨的懦夫行为”，称欧洲与
奥地利站在一起。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比仇恨和
恐怖更强大。”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说，欧洲面对
袭击事件不能“放弃”。“继法国之后，我们的一个
朋友遭受袭击……我们的敌人必须知道他们在
跟谁打交道。”法国尼斯市上周发生持刀袭击，马

克龙将其定性为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荷兰首相马

克·吕特、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等欧洲政
要也纷纷表示与奥地利民众站在一起。

德新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枪击事件，强调联
合国与奥地利民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古特雷
斯本人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深切慰问。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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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举难以弥合美国社会撕裂？

为何邮寄选票引人关注?

为何“摇摆州”至关重要？
11月3日是2020年

美国选举日。总统选举、
国会选举以及多个州和
地方选举同日举行，而最
受关注的无疑是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
乔·拜登与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现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的争夺。

11月2日晚，警察在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街头
搜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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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媒体记者在白宫前报道大选。 新华社发

⬇ 行人经过纽约公立图书
馆外的投票广告。 新华社发

秘鲁国会2日通过动议，再次启
动弹劾总统马丁·比斯卡拉的程序，要
求比斯卡拉11月9日接受国会质询并
自我辩护。这是他两个月内第二次面
临遭罢免危机。

弹劾动议发起者指认，比斯卡拉
2014年出任南部莫克瓜省省长时涉
嫌收受政府工程承包商约30万美元
贿赂，牵扯引发南美政界震荡的巴西
建筑巨头奥德布雷希特公司贿赂案，

不具备继续任职的道德品质。法新社
报道，动议当天获得60票支持、40票
反对，另有18人弃权。弹劾表决若要
通过，须获得全体130个议席中的三
分之二以上、即至少87票支持。

2018年3月，比斯卡拉接替因涉
嫌腐败而辞职的库琴斯基出任总统。
迄今已有4名秘鲁前总统因奥德布雷
希特贿赂案接受调查乃至获罪。

沈敏（新华社微特稿）

秘鲁总统再次面临弹劾表决

新华社第比利斯11月2日电（记者
李铭）格鲁吉亚总理府2日证实，格总理
加哈里亚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格总理府新闻办公室当天发布
的消息，加哈里亚目前感觉尚好，将在
家中接受治疗。

加哈里亚1日曾通过社交媒体宣
布，因身边一名安保人员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呈阳性，他将进行自我隔离。
另据格鲁吉亚媒体报道，因与确

诊患者有密切接触，格经济部长特尔
纳瓦2日开始自我隔离。

据格鲁吉亚政府防控新冠疫情网
站2日公布的数据，该国新增确诊病
例1852例，累计确诊42579例，累计
死亡342例。

格鲁吉亚总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荷兰鹿特丹市一列城市轨道列
车当地时间2日凌晨意外冲出轨道，
幸好被旁边一座巨型鲸鱼雕像拦住，
停在鲸鱼尾巴上。无人因这起意外
受伤。

鹿特丹市公共交通运营企业
RET2日在声明中说，出事列车深夜
驶入终点站德阿克斯站，待所有乘客
下车后继续行驶，本应驶入停车区。
不料，列车于当地时间2日凌晨0时
30分左右冲出高架轨道尽头护栏，幸
好被一座鲸鱼雕像拦住，车头停在鲸

尾上，悬在大约10米高的空中。司机
最终安全逃生，没有受伤。

这段高架轨道建于一座公园的水
面上。鲸鱼雕像为聚酯材质制成，
2002年竖立在紧挨铁轨尽头的水中。

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列车第一
节车厢挡风玻璃和底盘均严重损毁，
头部被“鲸尾”托住，第二节车厢脱轨。

目前虽然雕像“稳稳托住”列车车
头，但当地安全部门担心，如果刮起大
风，可能再生意外。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荷兰城轨列车脱轨 幸获鲸鱼雕像“托举”

戴首饰拍个照，是不是觉得美滋
滋？如果这还能让你赚一笔，是不是更
美？英国一家高级珠宝经销商眼下招
募两人，工作内容就是戴它家首饰拍
照，酬劳是用于拍照的价值最多4000
英镑（约合3.5万元人民币）的首饰。

这家珠宝经销商名为“珠宝大
师”，将这份工作称为“居家理想工
作”，因为应聘成功者收到首饰后可在
家拍照。照片供商家在网站和社交媒

体账号使用，以帮助扩大品牌知名度。
“珠宝大师”在网站上写道，应聘

者需“有独特个人风格，强烈意识到自
己特点，精力充沛，对任何金、银或宝
石物品充满热爱”，不过，“所有人拥有
同等机会，只要你喜欢珠宝首饰”。应
聘者需在申请表上介绍报名原因和个
人优势，同时提供一张戴首饰的照片
以展示个人风格。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戴首饰拍照也能获酬劳

11月3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附近的帕讷杜勒，当地人站在一头死亡的鲸鱼
附近。

11月2日，大约120头鲸鱼在科伦坡附近的帕讷杜勒海岸集体搁浅。经过
当地近70名海岸警卫队和海军等人员18个小时的彻夜救助，100多头鲸鱼被
送回大海，4只鲸鱼不幸死亡。斯里兰卡海洋生物学家表示，这是迄今发生在斯
里兰卡的最大规模鲸鱼搁浅事件。 新华社/法新

斯里兰卡发生最大规模鲸鱼搁浅事件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3日电（记者
徐剑梅 孙丁）2020年美国大选选举日
投票3日开始，全美预计将有数千万名
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选出下一任美国
总统、数百名国会议员及部分地方官员。

美国东部时间3日零时（北京时间3
日13时）刚过，新罕布什尔州两个小镇
的近30名选民按照传统率先投票，并当
场开票。不过，全美绝大多数投票站都
在早晨开放，并将持续开放至3日晚间。

新华社记者在多个投票站看到，前
往投票的选民大多戴着口罩，保持两至
三米的间隔排队等候。在新冠疫情持续
蔓延、近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连创新

高的背景下，各投票站均采取必要的防
疫措施。据统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包
括两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在内，
已有约一亿美国选民提前投票或邮寄选
票，创下纪录。

此次大选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迄今最
分裂的选举之一，今天的美国政治和社会
比美国内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两极
化。共和、民主两党在竞选中相互指责对
方一旦胜选将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很
多选民则感到迷茫和担忧。此外，疫情造
成的经济衰退、种族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
和暴力冲突、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等社
会不公现象，也是广大选民关注的重点。

美国大选选举日投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