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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无奈，失望

国际视窗

——美国选民眼中的中期选举
新华社纽约 11 月 22 日电 美
国 2022 年中期选举“账单”再创
新高，富豪们大手笔地拿出政治
捐款，花钱多的候选人获得更多
选票……美国选举政治乱象日益
侵蚀着选民对美式民主的信心。
纽约州长期为民主党掌控，
但共和党候选人仍在纽约州一些
选区同民主党候选人鏖战。位于
纽约市以东的拿骚县就是民主、
共和两党在中期选举中激烈争夺
的地区。当地一些选民在中期选
举投票后在投票站外接受记者采
访时，痛斥美式民主积弊，表达对
美式民主的失望。

3 个月前刚从纽约市皇后区
搬到拿骚县的詹姆斯·甘斯基说，
美国现在正被通胀、移民、犯罪等
问题毁掉。当选者被亿万富豪的
资金控制，是亿万富翁让这些人
当选。
56 岁的甘斯基在纽约皇后区
经营一家装修公司，他的疑惑是，
既然美国对政治捐款有限制，为
什么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政治捐款
能超过 1 亿美元？
“ 索罗斯这种靠
搞垮别国金融体系牟利的投机
者，捐钱肯定是要回报的。这正
是我们所担心的。
”
甘斯基直言，自己不担心有

亿万富翁当选，担心的是有人在
当选后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的代言人。
据跟踪美国竞选财务和游说
数据的非营利组织“公开的秘密”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2022年美国中
期选举费用高达 167 亿美元，
成为
史上最贵的中期选举。从选举结
果看，
花钱多的候选人大多获胜。
据“公开的秘密”披露，7 月以
来，中期选举系统的政治资金数
额大到“足以影响国会的政治主
导权”。美国十大亿万富翁在本
次中期选举中豪掷 5.4 亿美元，其
中来自索罗斯的捐款更是高达

1.28 亿美元。
67 岁的选民保罗从南美洲国
家圭亚那移民美国，此前在航空
航天行业工作，现已退休。他叹
息说：
“ 金钱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举中的一
切都受到金钱驱动。
”
拿 骚 县 选 民 博 比 今 年 才 19
岁，却已见过不少政治游说。他
说，自己更倾向把选票投给此前
在政治体系中没有经历的新人。
博比的母亲帕特里夏则直言不
讳：
“我们不相信任何政客。
”
在甘斯基看来，如何确保一
个动机纯洁、没有私利的人当政

非常重要。他自己不再期待中期
选举后的美国状况能有多大改
变，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自“同
一片不干净的沼泽地”。
他说，以前是民主党选民把
票投给民主党，共和党选民把票
投给共和党。但在这次投票中，
自己只能无奈地从两党候选人中
选择“不那么坏的一个”，并不会
把票投给固定党派的候选人。
就在甘斯基接受记者采访
时，不少从投票站出来的选民驻
足旁听，
不时为他的话鼓掌支持。
“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发声！”
甘斯基说。

土耳其
发生 5.9 级地震

新华社惠灵顿 11 月 23 日电 新西兰央行 23 日
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75 个基点至 4.25%，以抑制
高通胀。这是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该行连续第 9 次
加息，
也是本轮最大幅度加息。
新西兰央行表示，目前该国 7.2%的通胀率仍处
于历史高位。国际能源和商品供应紧张、国内劳动
力短缺共同造成的通胀压力短期内无法改变，持续
加息将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利率水平可能在
2023 年年中达到 5.5%。
新西兰央行认为，当前该国经济增长缓慢，持
续加息将加剧经济下行压力，未来失业率可能逐渐
升高，
明年下半年起经济或出现衰退。
2021 年下半年以来新西兰通胀率居高不下，新
西兰央行已连续加息 8 次，前 3 次分别加息 25 个基
点，
之后连续 5 次加息 50 个基点。

据新华社安卡拉 11 月 23 日
电 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署 23
日发布消息说，该国西北部迪兹
杰省当天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
目前已造成 22 人受伤。
根据土灾难和应急管理署消
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3 日 4
时 8 分（北京时间 9 时 8 分），震中
位于迪兹杰省格利亚卡区，震源
深度 6.81 千米。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
息网消息，此次地震震级 6.1 级，
震中位于伊斯坦布尔以东 170 公
里处，
震源深度约 10 千米。

希腊成功营救
海上 400 余名非法移民

日本紧急批准首款
日本产新冠口服药

（上接一版）

新型城镇化
内提城市品质
对外，石狮始终站位高远，积
极拥抱发展新格局，蓄积发展新
动能；对内，则不断提升城建品
质，打造近悦远来的城市环境，吸
引更多新石狮人更安心、舒心、开
心地创在石狮、住在石狮、购在石
狮、吃在石狮、游在石狮。
在龟湖片区，靠近福辉路的
安置房项目、房地产项目，已经比
原计划提前进场，正式开工建设；
在大仑东片区、金曾片区，完成签
约腾空的涉迁建筑，正加速推进
拆除工作……未来，这些拆除的
土地上，将崛起基础设施更加健
全、功能配套更加完善、人居环境
更加美好的城市新地标。
城市的核心是人。五大片区
的改造，是石狮推动城市功能完
善、拓展发展格局，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生动写
照。而这，也只是石狮美环境、提
品位的其中一个动作而已。立足
全域一体，石狮以海岸带规划建
设、生态连绵带打造、美丽乡村建
设等为抓手，持之以恒“抓城建提
品质”，
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
了“五大片区”，烂尾 20 余年的联
邦商业城蜕变为全新的金辉城，
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已收尾，华山
古民居、八卦老街等古厝古街保
护提升和活态传承不断有新气
象，农村裸房整治接续推进、农村
风貌不断提升，以“十里黄金海
岸”、锦江外线为精品代表的“滨
海画廊”已成为石狮交通、旅游、
文体、乡村振兴融合的典范和重
要“打卡地”
……
以城的精心规划、精致建设、
精细管理，推动产城人融合、高质
量发展，
石狮的答卷还在书写！
（记者 康清辉/文 李荣鑫/图）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22 日电 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俄气）22 日发布消息称，该公司发现过
境乌克兰输往摩尔多瓦的天然气在乌克兰境内被
截留，如果截留现象继续存在，俄方将减少过境乌
克兰的输气量。乌克兰方面当天否认俄气说法。
俄气说，通过库尔斯克州苏贾计量站输往摩尔
多瓦的天然气数量超过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边境
记录到的输气量。在乌克兰境内被截留的天然气
总量为 5252 万立方米。
俄气称，如果截留现象继续存在，该公司将从
莫斯科时间 11 月 28 日 10 时起减少过境乌克兰的输
气量。目前，俄气每天经苏贾计量站过境乌克兰的
输气量为 4290 万立方米。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当天否认俄气的说法，
称乌方已将过境天然气足额提供给摩尔多瓦。

新西兰央行
大幅加息 75 个基点

环球点击

日本厚生劳动省 11 月 22 日
紧急批准一款日本产新冠口服
药，这是日本今年 5 月设立相关
紧急批准制度后获批的首款药
物。
当天获批的是日本盐野义制
药公司研发的名为 XOCOVA 的
片剂，其有效成分是富马酸恩赛
特韦。根据厚生劳动省当天发布
的新闻公报，这款药获批用于 12
岁以上的新冠感染者，每天一次，
服用 5 天。
公报说，药物通过影响新冠
病 毒 的 3CL 蛋 白 酶 抑 制 病 毒 复
制。在临床试验中能有效缩短新
冠感染者的倦怠感、发热、鼻涕或
鼻塞、喉咙痛、咳嗽等症状消失所
需的时间。
（新华）

俄气称经乌克兰输往
摩尔多瓦的天然气遭截留

11 月 21 日，
参观者在日本东京上野之森美术馆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
秦汉文明的遗产”
”
大型文物展媒体预展上参观

“兵马俑大使”走红日本
新华社东京 11 月 23 日电
“我认为应该把兵马俑也称为
大使，因为它和大熊猫一样，所
到之处都能让人感受到中国的
魅力。”21 日，在东京上野之森
美术馆，日本历史学家、学习院
大学名誉教授鹤间和幸对新华
社记者说。
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
明的遗产”大型文物展继在京
都、
静冈、
名古屋等地展出后，
迎
来日本巡回展的收官之作——
东京上野之森美术馆展。
1974 年秦始皇陵兵马俑被
发现后轰动世界，1976 年首次
走出国门便来到日本。
“当时约
150 万日本民众排队来到东京
国立博物馆参观，那种受欢迎
程度完全不亚于大熊猫来日

本。”本次展览策展人、日中文
化协会专务理事唐启山对记者
说，希望日本民众能够通过本
次展览了解中国灿烂的秦汉文
化，也能重温 1976 年中日文化
交流的历史。
唐启山表示，前几站的展
览非常成功，已经有 24 万人次
参观。
“更让我们欣喜的是观展
观众当中年轻人非常多，日本
年轻人对中国秦文化表现出的
热情让我们非常欣慰。
”
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陕西
省 16 家和湖南省一家文博单位
的共 121 件（组）文物。展览分
为“统一前夜的秦”
“ 统一王朝
诞生”和“汉朝的繁荣”三大部
分，除了等身大的秦兵马俑，参
观者还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秦国
的骑马俑、前汉时期的彩绘步
兵俑等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兵

马俑，此外还有从中国各地博
物馆调集来的众多一级文物，
如前汉的鎏金铜马、汉代的龟
纽金印等。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
郭向东介绍说，这次展览共展
出 9 件兵马俑和一件跽坐俑。
“大家可以近距离 360 度地观看
兵马俑的各种细节，从服饰和
头饰判断兵马俑的兵种、级别
等。
”
展厅里，记者发现“2 号铜
车马”展品被一圈漫画作品围
起来。
“这是在日本非常有人气
的以秦汉为背景创作的漫画
《王者天下》。大家可以看到漫
画中的铜车马形象。这种将漫
画创作与真实文物放入同一时
空进行交相呼应展示的方式也
是能够吸引众多年轻人的一个
重要原因。
”
郭向东说。

鹤间和幸是专门从事中国
古代史研究的历史教授。他告
诉记者，
日本年轻人喜欢看兵马
俑、
喜欢了解秦汉历史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年轻人具有
一定的中文阅读能力。鹤间和
幸说，他在大学教学的 40 多年
间，
许多学生来找他学习中国古
代历史。他会一边通过《史记》
等历史文献帮助日本年轻人提
升中文的阅读能力，
一边把历史
文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以提升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而此次展
览正是让更多日本年轻人通过
鲜活文物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
文化的绝好机会。
“文物展览是最好的民间
文化交流的手段，希望兵马俑
大使能发挥更好地促进民间交
流和民间友好的作用。”鹤间和
幸说。

新华社雅典 11 月 22 日电 据希腊媒体 22 日报
道，希腊海运与岛屿政策部对发出求救信号的一艘
非法移民船组织救援行动，
400 余名船上人员获救。
据希腊雅典-马其顿通讯社报道，一艘 25 米长
的非法移民船 21 日晚在克里特岛以南 18 海里处发
出 求 救 信 号 ，并 告 知 救 援 人 员 船 上 有 400 至 500
人。当时事发海域有强风，救援条件较为恶劣。几
艘正在同一海域航行的船只也参与了希腊海岸警
卫队的救援行动。数小时后，这艘渔船被牵引到克
里特岛一处港口停靠。
希腊海运与岛屿政策部长普拉基奥塔基斯发
布公告说，此次营救行动很成功，希腊将一如既往
保卫海上边界，
继续挽救生命，
坚决打击偷渡组织。
2016 年 3 月，土耳其和欧盟就非法移民管控问
题达成协议，经由土耳其偷渡到欧洲的非法移民人
数一度大幅下降，但爱琴海仍是非法移民经由土耳
其偷渡到欧洲的重要通道。

▲中老铁路老挝段举办首届员工技能
大赛 11 月 22 日，老挝员工在老挝万象火车站参

博索纳罗提起申诉质疑总统选举结果
新华社巴西利亚 11 月 22 日
电 在 10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以
微弱差距失利的巴西总统博索纳
罗 22 日通过其所属党派向巴西高
等选举法院提出申诉，质疑选举
结果，并要求取消第二轮投票中
部分“不合格”
票箱的选票。
这份以博索纳罗所属自由党
的名义提交的申诉报告认为，有
25 万个老旧型号票箱因存在“无

法修复的故障”应被认为是不合
格的，报告称博索纳罗在与卢拉
的第二轮竞争中获得了 51.05%的
选票。
自由党主席瓦尔德马尔·内
图也是申诉人之一。他说，提交
这份申诉报告是希望通过向高等
选举法院提交由专家得出的研究
结果，
“保证选举过程的透明度”。
当天下午，高等选举法院院

长亚历山大·德莫赖斯迅速对此
做出回应，要求自由党在 24 小时
内对本届巴西大选使用的电子投
票箱情况提供完整分析，
“希望也
包括第一轮（所用票箱）的数据”。
自 2019 年上任以来，博索纳
罗就不断抨击巴西大选自 1996 年
以来一直采用的电子投票系统，
多次表示选举事务管理部门应听
取军方关于投票系统的改进建

议，并要求让军方进行平行计票，
但遭到高等选举法院拒绝。
根据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数
据，在 10 月 30 日举行的巴西总统
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劳工党候选
人、前总统卢拉以 50.9%的得票率
战胜了获得 49.1%选票的博索纳
罗，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新任
巴西总统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正
式就任，
任期 4 年。

加铁路员工技能大赛。负责中老铁路老挝段运营
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自 22 日起举办为期 3 天的员
工技能大赛，221 名老方员工和 152 名中方员工同场
竞技。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第一次举办员工技能
比赛。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希望通过举办技能比赛
检验中老铁路开通一年来的运营工作，帮助员工提
升专业素养，为中老铁路高质量运营培养更多人
才。
（新华）

英国大幅收紧财政政策恐加剧经济困境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23 日 电
《经济参考报》23 日刊发赵修知的
文章《英国大幅收紧财政政策恐
加剧经济困境》。文章摘要如下：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
日前在议会公布秋季预算案时表
示，英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内提
高税收和减少财政支出。分析人
士指出，在英国经济前景黯淡的
背景下大幅收紧财政政策可能加

剧衰退，民众的生活成本危机也
将持续。
这套“增加税收加上缩减支
出”的组合拳与上届特拉斯政府
主张大规模减税的预算案截然相
反。9 月底推出的预算案曾引发
外界对英国债务进一步扩大的担
忧，导致英镑对美元汇率暴跌、英
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暴涨等一系列
危机，并成为特拉斯下台的直接

原因。
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17 日发布的最新预测报告，由于
高通胀和不断上升的利率令需
求 承 压 ，从 2022 年 第 三 季 度 开
始，英国经济将进入持续一年多
的衰退。
伦敦投资管理公司奎尔特公
司投资总监马库斯·布鲁克斯表
示：
“市场最初对亨特的稳健表现

反应良好。但现在，他们认为亨
特可能修正过度，将扼杀目前的
经济增长。
”
英国智库全国经济与社会研
究所批评亨特的秋季预算案并没
有为危机中的英国民众提供足够
的帮助。该智库认为：
“税收负担
增加、能源价格上涨，工资涨幅赶
不上通胀，这些因素将导致英国
家庭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

▲印尼：地震灾区善后营救工作 11 月
23 日，人们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展玉地区地震受
损建筑的废墟中进行搜救。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
灾署 22 日公布的最新消息，印尼西爪哇省 21 日发
生的 5.6 级地震已致 268 人死亡。灾区营救和各项
善后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