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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众议院通过一揽子支出法案
将通过对富人和大企业加税来筹集资金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9日电
（记者高攀 许缘）美国国会众议院
19日通过一揽子支出法案，将通过
对富人和大企业加税来筹集资金以
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社会福利支
出。该法案将递交参议院审议，但审
批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众议院当天上午以220票赞成、
21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
该法案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
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改善老年人和残
障人士护理服务、扩大联邦医疗保险
覆盖范围、提供育儿税收抵扣和低收

入者所得税抵扣、降低普通家庭育儿
成本等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发
表声明说，该法案将通过降低家庭负
担、创造就业来重建美国中产阶级和
工薪阶层，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同
时确保富人和大企业公平纳税。他
希望参议院能尽快批准这一法案。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分析显
示，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增加联邦政
府支出1.636万亿美元，同时通过加
税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1.269万亿
美元，最终将导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
增加3670亿美元。

里滕豪斯案再次触碰令美国社会极
化的痛点：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

支持持枪权的团体把里滕豪斯称作
“英雄”。他的支持者募捐超过200万美
元用于帮助他脱罪。判决结果宣布后，他
的支持者在法院外鼓掌欢呼。美国最大
持枪权利游说团体全国步枪协会立即在
社交网站贴出赋予民众持枪权的宪法第
二修正案条文。

一些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支持判决结
果。威斯康星州联邦参议员罗恩·约翰逊
称：“正义获得了伸张。”

认为里滕豪斯有罪的民众则在法院
外高呼：“有罪，有罪，整个制度罪过深
重。”反枪支暴力团体“妈妈们要求采取
行动”创始人香农·沃茨说，这起案件反
映出美国“司法不公”和“刑事司法制度

的衰败”。
民主党方面也对判决结果表示反

对。民主党籍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发表
声明说，判决结果“让许多美国人愤怒和
忧虑，包括我”。他同时呼吁民众“依法和
平表达观点”，不要诉诸暴力。

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认为，
这一判决“给国家发出一条可怕信息”，

“说这是司法不公都太轻”。
法院宣布判决结果前，威斯康星州州

长、民主党人托尼·埃弗斯下令500名国
民警卫队队员待命，以防判决结果引发暴
力。拜登在声明中说，他告诉埃弗斯，联
邦政府愿就此提供帮助和支持。

虽然3名死伤者都是白人，这起案件
依然引发关于种族歧视的讨论。“我们目
睹了过去数周来害怕会看到的结果，”威

斯康星州非洲裔副州长曼德拉·巴恩斯
说，“我们的司法制度采取无罪推定原则，
但这一原则并未平等适用。”

非洲裔律师李·梅特里说，美国司法
系统素来偏袒白人嫌疑人，“种族主义在
我们的法院中历史悠久”。

美国知名民权活动家杰西·杰克逊认
为，这一判决结果对参加反种族歧视抗议
活动的人群构成威胁，会鼓励更多人做出
里滕豪斯那样的举动。

里滕豪斯案的陪审团由5名男性和7
名女性组成，身份没有公开。据美联社报
道，绝大多数陪审员可能是白人。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19日晚发生由这
起案件引发的抗议示威。警方说，大约
200人在街头抗议里滕豪斯案裁决结果，
示威演变为骚乱。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白人青年枪杀两人被判无罪
社会观点分裂，拜登“愤怒”，特朗普“祝贺”

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巡回法院19日作出判决，宣布去年8月基诺沙市枪击案嫌疑人
凯尔·里滕豪斯无罪。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商议后达成一致，裁决里滕豪斯被控包括一
级谋杀罪在内的所有5项罪名均不成立。法官随后宣布里滕豪斯无罪，并将其当庭释放。

这一判决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基诺沙市枪击案受害者之一胡贝尔的亲属当天在一份声
明中说，这一判决让他们感到“心碎”。

2020年8月，基诺沙市警察向
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连开多
枪，导致他受伤并且瘫痪，引发当
地大规模抗议示威及骚乱。

当年8月25日，当时17岁的
被告人凯尔·里滕豪斯在抗议示威
活动中开枪，打死两人，打伤一人，
随后受到一级故意杀人、一级故意
杀人未遂等罪名指控。

这起案件的审理在美国受到
高度关注。陪审团在4天内讨论
共计26小时，最终认定他5项罪
名全部不成立。法院 19 日宣读
陪审团裁定结果时，里滕豪斯喜
极而泣。

一级故意杀人罪名一旦成立，
里滕豪斯将遭终身监禁；他所涉其
他罪名刑期从十多年至60年不等。

里滕豪斯在去年8月示威期间
携带一支半自动步枪，从邻近的伊
利诺伊州抵达基诺沙市，开枪打死
示威者约瑟夫·罗森鲍姆、安东尼·
休伯，打伤盖奇·格罗斯克罗伊
茨。根据现场视频和控辩双方证
词，罗森鲍姆追赶里滕豪斯并试图
夺枪，被后者连开多枪打死；休伯
随后用一块滑板击打里滕豪斯并
试图夺枪，也被开枪打死。里滕豪
斯还向另一名与他对抗的人开枪，
但没有击中。格罗斯克罗伊茨随
后持手枪向里滕豪斯靠近，被后者
开枪击伤。格罗斯克罗伊茨在庭
审作证时承认曾把枪指向里滕豪
斯，但称自己并不打算开枪。

里滕豪斯及其辩护律师称，他
前往基诺沙是为阻止“暴徒”打砸
抢，遭攻击后出于自卫开枪。而按
照检方说法，里滕豪斯携枪前往抗
议示威现场是为挑事，且首先用枪
指向示威者，因而挑起冲突。

休伯的父母发表声明说，裁决
结果“令人心碎”，“发出令人不可
接受的信息，即平民可以携带武器
出现在任何城镇，煽动暴力，然后
把他们挑起的危险局面作为自己
当街向人开枪的正当理由”。

检方说，里滕豪斯自认是“少
年警察”，“做出一系列不顾后果的
决定”，但“没有人许可他”。

不过，里滕豪斯也不乏支持
者。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借
用他的发言人在社交媒体推特的
账号发声，“祝贺”里滕豪斯被判无
罪。“如果这都不叫自卫，那么就没
有什么可叫自卫！”

自卫还是谋杀？

案件再次触碰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痛点B

11月19日，人们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乘拖拉机经过被洪水淹没的
区域。

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过去一周遭遇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灾
害。省政府19日宣布，部分地区暂时限制民众在加油站的加油量，并禁止城
际公路上的非必要出行。 新华社/美联

加拿大遭洪灾省暂时限制加油和出行

本月底，埃及情报总局局长阿巴斯·卡
迈勒将前往特拉维夫和约旦河西岸，与巴
以进行新一轮磋商。预计此次磋商将涉及
延长停火时间、取消对加沙地带封锁、加沙
地带重建等问题。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主任萨拉马·马鲁夫
说，有关解除封锁的谈判肯定会很艰难，无
法一蹴而就，但如果以色列不解除封锁，加
沙人民无法自给自足，青年失业率长期在
50%以上，下一轮冲突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加沙乌玛大学政治学教授胡萨姆·达

贾尼说，加沙重建进展取决于政治局势和
现实条件。虽然以色列放松了一些管制，
口岸的运输情况有所改善，但也无法保证
建筑材料可以顺利运抵加沙。

达贾尼说，结束以色列多年来对加沙
地带的封锁，加快重建计划，才是防止局势
恶化的解决方案。而在国际上，以美国为
首的一些国家对以色列的纵容和支持加剧
了重建问题的复杂性。

（新华社拉姆安拉 11月 20日电 记
者陈霖）

设施被毁资金短缺

加沙重建困难重重
本月21日，巴以最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结束即满半年。今年5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

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和以色列爆发了为期11天的冲突，并于5月21日正式停火。以色列轰炸造成加沙地带
大量人员伤亡，军事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尽管目前加沙在埃及等国资助下已开始重建，但面临
能源和设备短缺、资金不足等重重困难，以色列的封锁也加大了重建难度。

在5月的冲突中，加沙地带的加沙
市受损最为严重。据实际控制加沙地
带的哈马斯统计，共有266万米水管线
路和544万平方米的公共道路在冲突
中被炸毁，另有260余人死亡，约2200
栋房屋被完全摧毁，37000栋建筑物遭
到损坏。

加沙市政厅新闻官胡斯尼·穆汉纳
说，多处交通主干道和基础设施遭到破
坏导致冲突期间无法在最短时间内将
伤者送至医院。冲突结束后加沙市政
厅第一时间开始修复工作，目前主要交
通枢纽的修复已经完成。

城市输水管道和污水处理厂也遭

到严重破坏，冬季将至，政府部门无法
完全修复受损管道，只能临时性地维修
了大部分水管，并重新启用部分老旧管
道。但部分老旧管道已有数十年未用，
内部锈蚀和污染严重，导致水质无法达
到饮用标准，政府只能通过运水车将饮
用水送至居民家中。

此外，加沙电力系统老化，电力供
应长期存在问题，重建中很多机械设备
都需要电力供应，这导致电力供需矛盾
更加紧张，居民日常用电受到影响。而
且许多推土机和运输车辆等大型工程
机械都已超出使用年限，目前加沙市尚
在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设备仅有8台。

巴勒斯坦公共工程和住房部副部
长纳吉·萨尔汗说，加沙经历过数次战
争，有充分的重建经验，目前已完成瓦
砾清扫工作，技术计划和劳工力量都已
准备就绪，如果资金到位，有信心在一
年内恢复到冲突前的样子。但分析人
士指出，资金短缺正是加沙重建面临的
最大难题。

据哈马斯政府测算，加沙重建预计
需要4.97亿美元，尽管埃及和卡塔尔
两国分别同意提供5亿美元援助，但援
助分为多个阶段支付，预计将持续数年
时间。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与哈马斯合

作也是援助资金难以到位的一个重要
原因。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方恢
复了特朗普时期切断的对巴援助，但绝
大部分援助经由联合国相关项目投放，
而非直接提供给巴民族权力机构。美
国此前宣称会为加沙地带重建作出贡
献，但强调不会让哈马斯从重建援助中
获利。

此外，以色列扣减巴勒斯坦税收，
也导致巴方财政捉襟见肘。今年7月，
以政府曾冻结应向巴民族权力机构转
交的6亿新谢克尔（约1.83亿美元）代
收税款。以方经常以扣留代收税款作
为对巴方的“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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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渥太华11月19日电
（记者李保东）加拿大政府19日宣布，
从11月30日开始，完成接种中国国
药、科兴或印度Covaxin新冠疫苗者
可以入境加拿大，且无需隔离。

此前，加拿大只承认辉瑞、莫德
纳、阿斯利康和强生4种新冠疫苗。

加拿大政府19日发布的入境政
策调整公报说，自11月30日起，入
境前已完成接种以上7种疫苗中任

意一种，且完成接种14天以上者被
加政府视为完全接种的旅行者。他
们应提交疫苗接种证明和相应的新
冠检测阴性结果，但无需隔离，也无
需在入境第八天接受检测。

加政府还规定，从11月30日开
始，在加境内旅行者需要接种疫苗。
阴性检测结果将不再作为疫苗接种
的替代方案，除非旅行者是由于医学
原因等不能接种疫苗。

加拿大宣布

完成接种中国国药或科兴疫苗者可免隔离入境

近日，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加沙城的建筑物废墟旁摆摊售卖儿童服装。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新德里11月20日电 据
印度媒体20日报道，印度南部安得
拉邦因持续降雨导致山洪暴发，已有
17人死亡、逾百人失踪。

《印度时报》报道说，安得拉邦从
18日晚开始持续降雨，降雨在奇图
尔、卡达帕、卡努尔和阿嫩达布尔等
4个县引发山洪。洪灾共造成17人

死亡，另估计有逾百人被洪水冲走，
一些地方铁路和公路交通中断。

报道说，已有7支国家灾难响应
部队抵达灾区，与当地警察和消防人
员一起展开搜救。

与安得拉邦毗邻的泰米尔纳德
邦近日也遭到强降雨袭击，目前已造
成10余人丧生。

印度安得拉邦洪灾致17人死亡

继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
国陆续放宽入境防疫限制后，越南富
国岛20日迎来204名韩国游客。按
照路透社说法，这是近两年来首批入
境越南的外国游客。

这些韩国游客全部接种过新冠疫
苗。根据越南的防疫规定，他们入境
后不需要隔离，不过只能在富国岛上
的珍珠岛度假村内活动。

多个东南亚国家已经放宽入境
限制。泰国自7月1日开始实施“普

吉岛旅游沙盒计划”，以普吉岛为试
点向已接种疫苗的国际游客免隔离
开放，后又开放苏梅岛。

本月15日起，已接种新冠疫苗
的外国游客入境柬埔寨可免除隔离。

印尼巴厘岛10月14日起允许来
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登岛旅
行。入境旅客必须完成第二剂新冠
疫苗接种满14天，入境后在指定酒店
自费隔离5天。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东南亚多地重启旅游业

越南富国岛时隔近两年首迎客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19日
电（记者林浩 李骥志）欧洲委员会人
权专员杜尼娅·米亚托维奇在对波兰
进行访问后于19日表示，波兰与白
俄罗斯边境沿线的人道主义和人权
状况令人担忧，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保
护滞留在边境地区的人们的生命。

欧洲委员会表示，白俄罗斯与波
兰对边境地区人道主义和人权状况
恶化都负有责任。波兰此前颁布禁

令，禁止进入紧急状态涵盖的边界地
区，阻止了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和开展人权工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9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卢卡
申科当天再次通电话，讨论了白俄罗
斯和波兰等欧盟国家边境的难民问
题。佩斯科夫说，仅靠普京和卢卡申
科之间的交流是不够的，继续卢卡申
科和欧盟代表的直接接触非常重要。

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人权状况堪忧
俄罗斯呼吁白方与欧盟直接接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9日开始
公开征集用于月球的核能供电系统
建造方案。

美国航天局与美国能源部下属
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合作，计划为重返
月球的项目建造一套用于月球、不依
赖太阳能的发电系统。

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塞
巴斯蒂安·科比西罗在一份声明中
说：“在月球上提供可靠的大功率供

电系统是人类探索太空的必要一
步。我们有望实现这一步。”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如果成功实
现为人类在月球上长期存在提供电
力支持，下一个目标是将这一供电系
统用于探索火星。这一供电系统将
在地球组装后运往月球，因此要能装
进一个直径4米、长6米的筒状物中，
且质量不能超过6000千克。

郜婕（新华社微特稿）

美航天局征集用于月球的核能供电系统建造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