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驴象一般黑。众所周知，美国两
党对立严重，一有机会就互相攻击抹
黑。中期选举在即，此风尤甚。国会议
员搞内幕交易丑闻甫出，政客们第一反
应是找机会打击对方。然而最后却发
现，在内幕交易丑闻上两党表现不相上
下，在被指从事内幕交易的97名国会
议员中，48名民主党籍，49名共和党
籍，这杯“羹”分得不能再平均。小布什
政府白宫首席伦理法律顾问佩因特在
彭博社网站撰文指出，民主、共和两党
面对国会议员内幕交易问题时都表现
得很虚伪，“两党都难辞其咎”。

立法者违规，堪称“严以律人宽以

待己”的标杆。《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
表示，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似乎更热
衷于监督他人而非自身，美国法律未
能有效限制议员或其亲属交易股票，
议员们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整顿自身行
为。事实上，美国曾于 2012 年出台
《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简称
《股票法》），明文禁止国会议员和工作
人员靠“履职过程中获得的非公开信
息谋取个人利益”。然而，违反《股票
法》的罚款仅为200美元，且在参众两
院均可被豁免，这让该法案成了个“笑
话”。国会曾“装模作样”考虑通过新
立法限制议员染指股市，但日前有消

息称众议院将推迟针对此项法案的投
票直至中期选举后。《纽约时报》报道
称，推迟投票可能使解决该问题的努
力遭遇“永久性挫败”，即便中期选举
结束后，国会议员们也不会真正对自
己开刀。

“硕鼠”越养越肥，民生越来越
苦。美国百姓不满议员以权谋私，公
民组织“华盛顿责任与道德”发文呼吁
严格立法禁止国会议员任内交易股
票。然而国会山的“股神”们可能会继
续闷声发大财。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记者
李蓉 邓仙来）

驴象一般黑

美国国会山的 们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9 年至
2021年间，近五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在
其个人或直系亲属出售股票、债券或
其他金融资产时，会根据其在国会工
作中得到的内幕信息采取行动。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国会里的著
名“操盘手”。公开资料显示，其丈夫

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间交易了价值
2500万至8100万美元股票及其他金
融资产，获利颇丰。作为议长，佩洛西
对众议院提案立法具有重要影响。美
国媒体认为其丈夫金融交易规模不断
扩大和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2021年
底，国土安全委员会就网络安全问题

举行听证会，在该委员会任职的新泽
西州众议员戈特海默第一时间投资了
高达500万至2500万美元的相关金融
资产。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麦考尔在国
土安全委员会任职期间，其家人交易
了大量IBM和埃森哲这两家国土安全
部主要承包商的股票……

佩洛西是国会里的著名“操盘手”

中期选举在即，两党互相攻击抹黑尤甚

在美国，真正的“股神”不在华尔街，而在国会山。他们无需掌握复杂的技术路线，也不用谙熟
行业运作，他们自己就是“上帝”，哪只股票涨跌他们总能“未卜先知”。

他们靠的是可以“公权变现”。近期美国媒体大量爆料国会议员利用职务之便搞“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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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恢复执行农产品外运协议
法国将加强对乌军事支持

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
长珍·伊斯特利 10月 30日在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中说，这一机
构搜集到的信息显示政治暴力构成的

“威胁非常复杂”，提醒各州及地方选举
官员警惕并保护投票站及选举工作人员
安全。纽约市警察局同月27日在一份
内部通报中警告，极端人员可能攻击政
治集会和投票站。

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全国反恐
中心和国会警察局10月28日在一份联合

通报中警告，随着11月8日中期选举投票
日临近，各地候选人、选举官员以及公众
面临的暴力威胁“加剧”。其中，最大危险
来自个人发起的“独狼”式袭击，且袭击者
常以选举相关争议为由给暴力行径开脱。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10月24日完成
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43%的注册选民担
心投票日出现针对投票站的暴力威胁或
者针对选民的人身威胁；三分之二注册选
民担心，如果极端人员对选举结果不满，
可能会在选后制造暴力。

10月28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
夫在家中遭到暴力袭击。“这次攻击令人
震惊。美国人应当担心，因为这种事正变
得越来越常见，”竞选科罗拉多州联邦参
议员的共和党人乔·奥戴说，“党派偏见和
极化对立正在撕裂国家。”

近年来，针对国会议员的直接或间接
威胁迅速增加。2021年，国会警察局经手
调查的国会议员受威胁案件超过 9600
件，是2017年的三倍多。

上述联合民调还显示，大约三分之

二共和党籍受访选民相信时任共和党籍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20年总统选
举，却遭民主党“窃取”胜果，尽管特朗普
关于选举舞弊的说法早已被联邦法院、
州选举委员会以及特朗普政府多名官员
否定。

路透社说，这项民调结果以及越来
越多证据显示，随着党派对立日益深
化，美国民众对美国民主体制越来越没
信心。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一家法院1日的一份庭审文
件显示，涉嫌袭击国会众议院议长南
希·佩洛西丈夫的嫌疑人戴维·德帕普
原打算把佩洛西捆绑起来并“审问”
她，声称如果后者撒谎会“打碎她的膝
盖骨”。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高级法院当
天对佩洛西丈夫保罗·佩洛西遇袭案
开庭审理，被告德帕普首次出庭。德
帕普受到谋杀未遂、使用致命武器袭
击、虐待老人、非法囚禁老人和威胁公
职人员及其家人等州级罪名指控，他
在法庭上对所有指控拒不认罪。法庭
裁定德帕普继续接受羁押，不得保释。

联邦检察官早些时候还指控他袭
击和绑架未遂，法院方面暂未就这些
联邦级别的罪名指控开庭审理。

德帕普现年42岁，加州人。法庭
文件显示，10月28日凌晨2时左右，德
帕普打碎佩洛西旧金山住所的玻璃窗
并闯入，惊醒82岁的保罗。“你是保罗·

佩洛西吗？”德帕普问，“南希在哪儿？
南希在哪儿？”保罗回答说，妻子不在
家，要离开好几天。

德帕普随身携带了手套、胶带、绳子
和锤子等工具。法庭文件显示，德帕普
本打算把佩洛西绑起来，让她说出“事
实”，否则将打碎她的膝盖骨。据法新社
报道，德帕普希望佩洛西承认民主党的

“谎言”。
保罗最终设法在卫生间打电话报

警。警察赶到时看到两人正在抢夺锤
子，其间保罗多次被用锤子击打。保
罗随后被紧急送医，因颅骨骨折、双手
和右臂受伤接受手术。

事发时，佩洛西正在首都华盛顿，
随后紧急返回旧金山。她10月31日
晚发表声明说，丈夫有所好转，但需要

“漫长的恢复过程”。
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布鲁克·詹金

斯告诉美联社，德帕普这次袭击并非
“冲动而为”，似乎早有预谋。德帕普

的律师1日庭审结束后说，将对案件展
开“全面调查”，同时将评估德帕普的
精神状况。

据美联社报道，在没有被询问的
情况下，德帕普告诉事发后赶到现场
的警察和急救人员，他已经厌倦“来自
华盛顿特区的谎言”。他同时说，自己
还有其他行动目标，包括当地一名教
授、几名州和联邦层面的政客以及他
们的家人。

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
仅次于副总统的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继
承人。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全国
反恐中心和国会警察局10月28日在
一份联合通报中警告，随着11月8日
中期选举投票日临近，各地候选人、选
举官员以及公众面临的暴力威胁“加
剧”。多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担
心美国民主制度脆弱，甚至担心发生
内战。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佩洛西丈夫遇袭案嫌疑人
原打算捆绑审问佩洛西

中期选举在即

美国政治
暴力威胁升温

距离美国国会改选，即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星期，美国安全
部门警告，围绕中期选举的政治暴力威胁日益升温。美联社
评述，近年来，针对国会议员的威胁事件增至前所未有水平；
多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担心美国民主制度脆弱，甚至担
心发生内战。

美媒称

美联邦债务利息
将超军费

美国媒体11月1日报道，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连续大幅加息不仅令身背房
贷的人痛苦，同样令美国联邦政府承受巨
额国债利息压力。

受累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美国联邦政
府债务利息迅速增加。美国财政部提供
的数据显示，仅在2022财政年度，联邦政
府的国债净利息就达4750亿美元，超过
2021财年的3520亿美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2022财年国债利息已超政府用于退伍军
人福利和交通的开支总和。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预测，到2025年
或2026年，联邦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可
能将超过美国整体国防预算。美国2022
财年国防开支达7670亿美元。

CNN认为，联邦政府偿还31万亿美
元规模国债的成本飙升，意味着国会在基
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拨款的
空间更小。

穆迪分析师丹·怀特说：“不管谁赢得
中期选举或2024年总统选举，都将被迫
做出艰难抉择。这将令他们感到掣肘。”

美国通胀率维持在40年来高位背景
下，美联储今年迄今连续三次加息75个
基点。美国彭博新闻社上月预测，美联储
11月议息会议可能再次宣布加息75个
基点。如果美联储果真再次大幅加息，将
进一步推升联邦政府偿还债务的成本。

怀特说：“这令每个人感到有点紧
张。”

他说，联邦政府近年来激增的债务，
令财政状况显著恶化，“透支了整整一代
人”。

他说，如果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税收减
少，可能令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一场衰
退可能使事情更糟”。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美联储连续
激进加息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
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
道：俄罗斯国防部2日说，在
获得乌克兰方面相关书面保
证后，俄方决定恢复执行黑海
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同日对此予以
证实。法国总统马克龙1日
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
话时表示，法国将加强对乌克
兰的军事支持，尤其是在防空
方面。

俄国防部2日发表声明
说，在国际组织参与和土耳其
协助下，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
调中心1日从乌方获得“不利
用粮食走廊和农产品出口的
乌港口对俄采取军事行动”的
必要书面保证，尤其是乌方正
式保证“海上粮食走廊将仅根
据农产品外运协议和联合协

调中心相关规定使用”。声明
说，俄方认为目前获得的保证

“似乎已足够”，遂恢复执行农
产品外运协议。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
日在其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
发展党的议会党团会议上说，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已与土国
防部长阿卡尔通话，告知农产
品外运协议将于土耳其时间
当天中午12时起恢复执行。

法国总统府1日发布公
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
论乌克兰局势。马克龙在通
话中表示，法国将加强对乌克
兰的军事支持，尤其在防空方
面。马克龙还说，乌克兰供水
和供电基础设施受俄方攻击
遭到严重破坏，法国决心支持
乌克兰度过即将来临的冬季。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1月
1日电 （记者徐烨 王瑛）委
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哥伦比
亚总统佩特罗11月1日在委
首都加拉加斯会晤，双方表示
将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
系和推动拉美地区一体化。
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国元首
首次会晤。

马杜罗在会晤后对媒体
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在贸易、
经济、边境安全、打击贩毒以
及加强两国外交关系等方面
展开合作。

佩特罗表示，哥伦比亚与
委内瑞拉此前断交数年是“反
历史”和“反自然”的，应进一

步推动哥委两国之间和拉美
整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为迫使马杜罗政府下台，
美国政府拒绝承认马杜罗在
2018年大选中赢得连任，施
压哥伦比亚等多个拉美国家
跟随美国支持自封“临时总
统”的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胡
安·瓜伊多，甚至策划从哥边
境入侵委内瑞拉。马杜罗政
府多次谴责哥上届政府协助
美国干涉委内政，并于2019
年2月宣布与哥断交。

今年8月佩特罗出任哥
伦比亚总统后，改变了上届政
府反对马杜罗政府的立场，双
边关系迅速回暖。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总统
三年来首次会晤

11月2日，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中）在位于耶路撒冷
的利库德集团总部出席活动。

以色列媒体1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结果显示，前总理内塔
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在当天举行的以色列第25
届议会选举中领先。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出口民调：

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领先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1日前往两天前在西部古
吉拉特邦发生的桥梁断裂事
故现场，下令彻查此事。

据德新社报道，莫迪当
天还视察了当地一座收治伤
员的医院。

位于古吉拉特邦莫比地
区默丘河上的一座拉索桥10
月30日晚断裂，大量人员落
水。警方1日说，至少135人
身亡，其中不少儿童。

负责调查此事的当地警
方官员阿肖克·亚达夫说，事
故原因是现场人流引导和管
理不力。

多家印度媒体报道，事
发时桥上有至少400人，桥面
负荷超过了设计承载能力，
这也可能是事故原因之一。

警方已经对负责桥梁维
护和管理的机构立案调查，
逮捕9名嫌疑人。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总理莫迪下令彻查断桥事故

据新华社东京11月2日
电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研究小
组调查显示，日本今年年初
第六波新冠疫情以来因新冠
感染住院的患儿中，中度至
重度症状患儿所占比例较之
前的几波疫情要高。专家呼
吁儿童积极接种疫苗以防止
感染后出现重症。

统计显示，在今年以来
的第六波至第七波疫情期间
住院的63名患儿中，23人被
判定为中度至重度症状，他
们需要吸氧或因感染引发了
急性脑病，占比36.5%；而在

第五波疫情及之前住院的13
名患儿中，出现类似症状的
只有1人，占比7.7%。

调查发现，第六波至第
七波疫情期间住院的患儿痉
挛发生率也更高，并且入院
的患儿症状轻重与是否有基
础疾病没有明显关联。

研究人员认为，第六波
疫情后奥密克戎毒株成为主
要流行株导致感染人数激
增，重症的出现也相对集中，
这可能是造成住院新冠患儿
中度至重度症状比例升高的
因素之一。

调查显示

日本今年以来住院新冠患儿
中度至重度症状比例升高

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大楼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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