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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瑞典首相：

将满足土耳其就瑞典“入约”提出的所有条件
混乱·撕裂·危机

——美国中期选举乱象丛生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当地时间8日举行。当前，美国经济濒临衰退，通胀居高不下，党派恶斗不止，“金钱政治”与政

治暴力不断加剧，整个社会在种族、堕胎权、枪支、犯罪、气候等一系列问题上严重对立……美国媒体纷纷用“混乱的选举”
“民主岌岌可危”来描述这次中期选举。

观察人士指出，中期选举的重重乱象凸显美国民主制度的崩塌失灵，政客们醉心于党争，无暇、无力、更无心解决选民
关注的问题。未来，政治对抗与极化、社会矛盾与撕裂、民众沮丧与愤怒将继续笼罩美国。

据新华社安卡拉11月8日电
（记者熊思浩）正在土耳其访问的瑞
典首相克里斯特松8日表示，瑞典
将在反恐方面“采取重大步骤”，以
满足土耳其提出的批准瑞典加入北
约的所有条件。

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安卡拉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闭门会
谈。克里斯特松在会谈后的联合
记者会上说，他与埃尔多安进行了
一次“积极的”会谈。瑞典将全面

落实今年6月底在西班牙马德里
签署的三方备忘录，并将于今年年
底和明年年初在反恐立法领域“采
取重大步骤”。瑞典已将库尔德工
人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瑞
典新政府愿支持土耳其对这些组
织进行打击。

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
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
成员。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
正式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国际

乌克兰8日否认美国施压乌方
与俄罗斯开展和平谈判，再次强调
不会放弃每一寸土地。美国媒体先
前报道，美国政府暗中鼓励乌克兰
释放愿意和谈的信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视
频讲话中重申乌方就和谈所持立
场，并称这些条件“完全正当”，包括
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
宪章》、赔偿一切损失、惩罚相关责
任人并保证这样的冲突不再发生。

就泽连斯基最新讲话，国际媒
体解读不同。路透社认为乌方立场

依旧强硬，美联社则认为乌方立场
有所软化。

泽连斯基10月4日签署总统
令，批准执行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
员会先前所作决议，“不可能”与普
京和谈。

俄罗斯与乌克兰近期互相指认
对方拒绝和谈。俄总统新闻秘书德
米特里·佩斯科夫7日重申立场，即
俄方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是乌方拒
绝和谈；俄方不会就加入俄联邦四
地与乌方谈判。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否认承受美国压力与俄和谈

韩国警方9日突击搜查梨泰院
万圣节踩踏事故发生地旁边的汉密
尔顿酒店，怀疑酒店非法扩建导致
本就狭窄的巷子更为逼仄，妨碍人
流通行，最终酿成惨剧。

10月 29日晚，首尔龙山区梨
泰院洞，庆祝万圣节的人群从汉密
尔顿酒店后面的世界饮食文化街拐
弯涌入酒店一侧的狭窄巷子。那是
一段四五十米长的下坡路。

踩踏造成至少156人死亡、上
百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二十几
岁的年轻人。

按照韩国《建筑法》，为行人安
全考虑，道路宽度必须超过4米。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这条巷子
上段宽度超过5米，下段却只有3.2
米，形成“瓶颈”。

据韩联社报道，酒店非法扩建
面积达17.2平方米。酒店社长已
被列为调查对象，受到违反《建筑
法》《道路法》指控。韩联社预期，
调查组还将传唤龙山区政府官员，
以确定区政府是否应就非法扩建承
担责任。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首尔踩踏事故或关联违建 韩警方突击搜查

11月8日，选民在美国纽约的一处投票站参加中期选举投票。 新华社发

史上“最贵”

在美国，金钱与选举如影
随形——今年中期选举“账
单”再创新高，又一次证明了
这一点。据美国“公开的秘
密”网站统计，2022年联邦以
及州一级选举累计花费预计
超过167亿美元，远高于2018
年 71亿美元的纪录，成为美
国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其他数据显示，截至10月
31日，外部团体——包括能够
无限制接受利益集团和个人政
治献金的“政治行动委员
会”——已花费约19亿美元来
影响联邦选举，美国亿万富翁
给今年中期选举开出的支票金
额达到创纪录的8.8亿美元。

“公开的秘密”网站执行
董事希拉·克鲁姆霍尔茨表
示，与4年前相比，美国今年
中期选举不仅政治分歧更突
出，而且“烧钱”更凶猛，竞选
支出的激增反过来又助推了
政治极化。

《经济学人》周刊网站刊
文说，美国选举越来越“烧钱”
是一个长期趋势，党派对立让
政治愈发成为一项“零和游
戏”，因此利益集团和个人捐
助者下的“赌注”也更高。

党派恶斗

延续近些年趋势，今年两
党许多候选人没有围绕选民关
心的政策问题展开理性辩论，
而是大肆进行人身攻击，相互
揭短处、挖黑料、贴标签，而美
国媒体、专家以立场划线，对党
争闹剧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比如，在关键“摇摆州”宾
夕法尼亚州一个联邦参议员席
位的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的
健康问题成为共和党以及保守
派媒体炒作的重点，而共和党
候选人的学术履历则被民主党
以及自由派媒体紧咬不放。

美国网络杂志“截击”的
时政记者阿克拉·莱茜撰文批
评说，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变
得如此愚蠢乏味，揭示了美国
政治的实质——选举本身不
重要，党派阵营才是一切。

再如，在两党水火不容的移
民问题上，双方彻底“翻脸”。今
年4月以来，得克萨斯、亚利桑
那、佛罗里达等共和党主政州用
大巴或飞机将数以万计的非法
入境移民运送至东北部一些民
主党人主政的城市和地区，以此
来攻击民主党无视“边境移民危
机”。民主党则指责共和党恶意
炒作移民问题以增加政治筹码。

操纵选举

“美国的政治历史告诉我
们：政党和候选人为了获得权
力将无所不为。”美国《理性》
月刊的这句话在此次中期选
举选区划分的乱象中再次得
到充分印证。

美国会根据每10年一次
的人口普查重划国会选区，而
重划选区的权力一般掌握在
州立法机构手中。因此，占据
席位优势的政党可以按照对
自身有利的方式划分选区，以
此来操纵选举结果。

此次中期选举是根据
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重划选
区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
为抢占先机，两党围绕重划选
区各自操权弄术。例如，在田
纳西州，共和党立法者“拆分”戴
维森县，将民主党选民分散到三
个不同选区，以增加共和党获胜
的可能性；而在伊利诺伊州，民
主党立法者将共和党原先控制
的4个选区合并为2个。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
授劳伦斯·莱西格指出，美国
体制的核心已经“腐坏”，不
是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选举
的可能性，选民没有被平等
代表。

暴力加剧

为煽动选民情绪，美国一
些政客和媒体故意放大矛盾、
传播仇恨，导致政治暴力愈演
愈烈。

今年8月，共和党籍前总
统特朗普的住所海湖庄园遭
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后，美国
多地发生针对联邦调查局的
暴力事件，“内战”一时间成为
美国社交网络上的热词。10
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
洛西的丈夫在家中遇袭受伤。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近期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
一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政治暴力
是“正当”的，至少在某些情况
下是这样。超过7%的美国人，
即1800万人，表示愿意为了重
要的政治目标而“杀人”。美国
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11
月初发布的民调显示，近九成
美国人对美国发生政治暴力风
险增加感到担忧，其中超过六
成人表示非常担忧。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尼
娜·西尔伯警告说，美国面临
发生国内冲突的风险，因为越
来越多人开始谈论暴力和武
装自己，准备通过暴力手段推
进政治目标。

“两个美国”

一 片 土 地 ，“ 两 个 美
国”——这种撕裂在选举因素
的放大下表现得更为明显。

美国盖洛普公司近期一
项民调显示，经济是今年中期
选举最受关注的问题，排名其
后的依次是堕胎权、犯罪、枪
支政策、移民、对俄关系、气候
变化等。不同党派支持者的
关注点差异明显：共和党选民
最关注经济、移民和犯罪问
题；而在民主党选民心中，堕
胎权、气候变化和控枪政策才
是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
理学院教授辛西娅指出，美
国的撕裂问题不仅仅体现在
人们只信任和联系“自己一
方”的人，还反映在对“另外
一方”的蔑视，把对方看成
道德水准更低，甚至对自己
构成生存威胁的“另类”。
这种仇恨情绪的上升令人感
到不安。

在混乱、撕裂、危机交织
之下，正如瑞士《新苏黎世报》
网站所说，如今的美国和“合
众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9
日电 记者孙丁）

新华社华盛顿11月9日电（记者
颜亮 孙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8
日傍晚所做出口民调结果显示，2022
年中期选举大多数选民对美国现状持
负面态度。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出口
民调，33%的选民对美国现状感到愤
怒，另外41%感到不满。近半数选民表
示家庭财务状况比两年前差，约八成受
到通胀负面影响。

这一民调还发现，通胀是选民在
今年中期选举中最关心的问题，紧随
其后的是堕胎权、犯罪、枪支政策和
移民。

截至9日凌晨，美国2022年中期

选举结果仍在统计中，美国国会参议院
和众议院各自控制权归属尚不明晰。

在政治极化、社会撕裂、通货膨胀
“高烧不退”以及大多数人对国家走向
不满的背景下，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
于当地时间8日举行。今年中期选举
将改选国会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
和参议院 100个席位中的 35席。此
外，全美50个州中36个州的州长、3处
海外领地总督以及全美各地大量行政、
立法官员等也面临改选。

据美国网站“公开的秘密”发布的
数据，今年中期选举“账单”将创下历史
新高，联邦以及州一级选举支出预计累
计超过167亿美元。

美国中期选举出口民调：

大多数选民对美国现状
持负面态度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方面9
日说，无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如何，都
无助于改善现阶段糟糕的两国关系。
俄方同时否认干涉这一选举。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
夫9日告诉媒体记者，美国中期选举固
然重要，但没必要夸大其对俄美关系的
影响。“这一选举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变
化，两国关系现在很糟，将来仍会很糟。”

针对美方希望近期与俄方就重启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核查活动进行对
话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鉴于双方关系
脆弱，现阶段谈这一话题为时过早。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美俄两
国2010年签署，2011年2月5日生效，

有效期10年。美俄《中导条约》2019年
失效后，这一条约成为两国间唯一军控
条约。2021年2月3日，俄美双方互换
外交照会，完成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有效期协议的相关内部程序，协
议即日生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
效期延长至2026年2月5日，条约内容
保持不变。

今年8月，俄外交部宣布，俄方被
迫暂时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设
施核查机制，原因是“华盛顿一直希望
在不考虑当前现实条件的情况下重启
核查活动，为美国创造单边优势并剥夺
俄罗斯在美国领土进行核查的权利”。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克里姆林宫：

美中期选举无助于
改善俄美关系

美国“强力球”彩票8日开出金
额高达20.4亿美元的头奖。加利
福尼亚州彩票局说，这张头奖彩票
出自该州洛杉矶东北部一个彩票销
售点，名为“乔的加油站”。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次“强力
球”开奖本应在7日晚间进行，但出
于“技术原因”，推迟至8日上午，这
也令奖金额进一步累积，由先前估
计的19亿美元增至20.4亿美元。
与跨州彩票发行有关的美国“多州
彩票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奖

金额是“世界之最”。
加州彩票局发言人卡罗琳·贝

克尔说，中奖者尚未现身。如果获
奖者选择一次性提取奖金，可以获
得税前9.976亿美元收入；如果分
29年领取，可得全部奖金。按以往
经验，头奖中奖者通常选择前一种
方式。

“强力球”彩票每张售价2美
元，先前美国彩票最高奖金额纪录
也出自“强力球”。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开出超20亿美元“强力球”头奖 史上最高

选民在华盛顿一处投票站参加中期选举投票。新华社发 选民在弗吉尼亚州一处投票点参加中期选举投票。新华社发

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1月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公司将因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缺陷在美国主
动召回超过4万辆汽车。特斯拉公司在11月1日向该局提交的这份安全召
回报告中说，由于新软件改变了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校准值，一些在2017年
至2021年生产的Model S和Model X电动轿车可能在路况不佳带来外
力冲击时出现电动助力转向故障。

这是2017年5月3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拍摄的特斯拉Model X（左一）
和Model S（左二）电动轿车。 新华社/路透

特斯拉宣布在美国召回超4万辆电动汽车

英国不管部国务大臣加文·威
廉姆森8日辞职，涉嫌霸凌同事。
英国首相府和执政党保守党已就相
关指认展开调查。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媒
体近期报道，一些议员和政府官员
指认威廉姆森霸凌，他给他们发送
带有脏话的信息并威胁他们。威廉
姆森8日向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
递交辞呈，称他已经为发送这些短
信道歉，正在配合调查。

威廉姆森否认自己的行为构成
霸凌，但承认这些指认干扰政府的工

作。他在辞呈中写道：“我决定退出
政府，以便我能够完全遵守正在进行
的投诉程序，并洗清我的‘罪名’。”

威廉姆森现年46岁，2017年
11月起出任英国国防大臣，2019
年5月因泄密遭时任首相特雷莎·
梅解职。2019年7月，鲍里斯·约
翰逊就任英国首相后，威廉姆森出
任教育大臣。2021年，威廉姆森因
新冠疫情期间应对方式招致争议被
解职。苏纳克10月底出任首相后，
任命威廉姆森为不管部国务大臣。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涉嫌霸凌 英国一大臣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