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姆尼竞选团队的志愿者
!

日
在俄亥俄州拉票时说! 奥巴马总统
已经死了"

共和党的志愿者们几乎挨家挨
户登门拜访支持民主党的登记选
民" 志愿者玛西娅#希金斯对一个四
口之家说!$这个很难说出口! 但是
真的!巴拉克#奥巴马今天早晨已经

死了% &与此同时!希金斯提醒选民!

明天去投票的时候! 要记住总统已
经死了%

有人反问!电视上还显示奥巴马
在威斯康星州发表演讲% 希金斯说'

$哦!是吧!非常突然% 心脏病突发还
是什么的

""""""#

演讲
$

肯定是昨天的!或
是其它什么时间% & !据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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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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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云 美编
&

徐月福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记者
'

日在
迪克斯维尔山口镇的投票现场看
到!有

&(

名选民到现场投票% 挂有一
把黄铜弹子锁的投票箱放置在投票
站醒目的位置! 投票站正中悬挂着
写有 $迪克斯维尔山口! 新罕布什
尔!全美第一&的标志牌% 这里设有
&(

个普通填票处和一个供残疾人使
用的填票处!填票处三面有遮挡!确
保选民投票的私密性%

主持投票的汤姆#蒂诺森当场
公布了计票结果' 奥巴马和罗姆尼
各获

!

票% 蒂诺森说'$两位总统候选
人获得相同的票数! 这在迪克斯维
尔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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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这里成为四年
一度的美国大选最先投票的投票
站! 与新罕布什尔州另一个叫哈特
的小镇一起被称为美国大选投票
$第一村&%

投票#第一村$'两人各获'票

美国大选投票日通常在选举年
&&

月份的首个星期二举行!今年正好
是
&&

月
'

日% 由于投票日当天并非法
定节假日!已经有很多选民选择提前
投票% 专家预计! 今年全美有多达
*!+

至
,(+

的选民提前投票!也就是

说!预计有
,!((

万至
!%((

万的选民已
经 $心有所属&% 从提前投票的情况
看!奥巴马较罗姆尼更胜一筹!但优
势并不如

,

年前那么明显! 这也意味
着罗姆尼仍有机会翻盘%

!据新闻晚报"

四成选民已提前投票!奥巴马略占优

奥巴马
!

日在艾奥瓦州得梅因
以一场演讲结束了他的最后一场竞
选活动!他泪洒现场(见下图)%

奥巴马在演讲中称'$我又再次
返回艾奥瓦州求得你们的支持% 我
回到这里! 是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完
成最初的梦想! 因为这里是我们变
革行动的发源地% &

当他回忆起那些曾帮助他竞选

的人们时!奥巴马泣不成声%

当天晚上的集会也是奥巴马连
任竞选努力的最后一场活动%

%((-

年!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内首场初选中旗开得胜!在艾
奥瓦州赢得胜利!随后他战胜党内对
手希拉里!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并击败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
恩!当选总统% !中新"

最后拉票奥巴马泣不成声

在大选投票日! 罗姆尼和奥
巴马的计划各不相同' 罗姆尼将
会加班加点继续竞选! 而奥巴马
决定在篮球场上放松身心%

共和党支持者曾经高呼 $再
来一天&!以对抗民主党的 $再来
四年&的口号% 有趣的是!罗姆尼
也决定加班一天%他的竞选团队

!

日宣布!

!

日午夜结束在新罕布什
尔的竞选活动之后!罗姆尼会在

'

日继续加班! 造访俄亥俄州和宾
夕法尼亚州% 共和党决定努力到
最后一刻 ! $一直到投票完全截
止&%

与罗姆尼的计划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奥巴马决定打篮球放松%

前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说!

奥巴马
!

日晚回到芝加哥!并且已
经联系朋友们!打算

'

日在芝加哥
打一场即兴篮球比赛%

据信! 篮球不仅是奥巴马个
人的爱好! 更是他打选战致胜的
$小迷信&%

在
%((-

年民主党新罕布什尔
州初选时! 奥巴马因为没有依照
个人传统打篮球! 初选中输给了
当时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 据
悉!经过这件事后!奥巴马表示 !

他不会再$重蹈覆辙&% 尤其面对
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场竞选 !更
不会省略打篮球这件事%

'

日 !奥巴马除篮球外 !还将
出席在芝加哥总部的竞选活动 !

然后静待大选结果% !中新"

罗姆尼在俄亥俄州拜票时 !

罕见地提到自己可能落选! 但随
即指奥巴马胜算不高%

罗姆尼
,

日走访宾州 * 艾奥
瓦*俄州*弗吉尼亚等地!在俄州
的克利夫兰拜票时! 他向选民表
示'$如果

#

奥巴马
.

这位总统连任
的话&!话音未落已引来支持者一

片喝倒采声 ! 但罗姆尼接着说 '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机会并
不大&!在场民众才报以笑声% 媒
体分析指出! 虽然连日来多项民
调都反映奥巴马在摇摆州占了上
风! 但罗姆尼阵营上下都极力强
调对大选有信心! 鲜有提到奥巴
马能够胜出% !中新"

罗姆尼称自己可能落选

美大选投票
今日或揭晓

投票站出口
民调结果在(日
深夜 ( 北京时间
%日中午) 将会
揭晓! 它基本反
映选举结果

美国东部时间
'

日零时(北京时间
'

日
&*

时)刚过!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迪克斯维尔山口的选民率先开始投票!这标志着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
选举投票正式开始%

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投票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

日上午至当日晚间进行!将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和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两人中选出美
国第

!/

届总统% 尽管计票工作会持续较长时间!但基本反映选举结果的投票站出口民调结果在
'

日深夜(北京时间
/

日中午)将会揭晓%

近期的全国民调显示!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一直不相上下!美国政治专家普遍认为本次选举结果难以预测% 因此!选票没有明确去向
的$摇摆州&将最终决定选举结果% 据新华社美国迪克斯维尔山口

!!

月
"

日电
+

罗姆尼志愿者拉票谎称奥巴马%死了&

罗姆尼加班奥巴马打篮球

结局四大猜想
(

&

)奥巴马小胜 如不出意外!

即便在俄亥俄*佛罗里达*弗吉尼亚
*

个主战场都失利!奥巴马照样能以
'

票优势胜出,

(

%

) 罗姆尼小胜 罗姆尼在中
间派选民中的支持率较高! 共和党
的投票热情较高! 而偏向奥巴马的
人投票热情不如

,

年前,

(

*

) 奥巴马大胜 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作此猜想,

(

,

)两人打平手 由于选情胶着!

有人猜想出现
%')

票对
%')

票的局面%

如果是这样! 将由国会众议院决定谁
当选总统%根据目前的选情!众议院可
能仍被共和党人控制% 历史上类似的
状况出现过

*

次!但都在
&)

世纪%

正因为如此! 今年美国大选可
能重演

&%

年前小布什和民主党候选
人戈尔之间的$选票风波&!最后只
好通过法院来判决到底谁赢谁输%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两个阵
营已准备在投票结束后打官司% 实
际上!在投票日到来之前!双方已经
就一些问题发生纠纷! 其中比较典
型的就是临时选票的问题% 临时票
指的是某选民的票已经投下! 但其
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审核% !钟和"

投票动态

终极拉票

罕见言论

投票当天

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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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一名选民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迪克斯维尔山口投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