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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期选举 两党各有输赢
再度进入“分裂”时代。与美国国会中期
选举结果 6 日晚陆续揭晓同时，依媒体估
算，在州长选举这一“次要”战场上，共
和、民主两党各有输赢。

据美国多家媒体 6 日晚报道，民主党
在当天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众议院
控制权，共和党则进一步巩固了参议院多
数党地位，美国国会将再度进入“分裂”
时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
台等媒体报道说，民主党获得的席位将超
过众议院多数党所需的 218 席，时隔 8 年
重新控制众议院；共和党在印第安纳、密
苏里等州夺回国会参议院席位，进一步巩
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新一届国会将于
2019 年初履职。
民调显示，医保、移民和经济是本次
选举中最受关心的三大议题；近三分之二
的选民表示，希望通过投票表达对总统特
朗普的支持或反对。

录。另外，在地方层面的州长选举中，女
性同样有不俗战绩。
不少人注意到，这次国会中期选举
中，女性竞选人的数量大幅超过以往，其
中不少女性在党内预选阶段击败白人男性
对手。女性为竞选人捐款的数量和影响力
不容小觑，明显超过历届选举。
民主党籍候选人、现年 44 岁的艾安
娜·普雷斯利成为马萨诸塞州第一位当选
联邦众议员的黑人女性。她得知自己胜选
后说：“许多富有远见的勇敢女性挺身而
出，竞选公职。我极为荣幸，与她们一同
列入选票、成为候选人，一同出现在竞选
舞台。”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女性候选
人唐娜·沙拉拉击败两名女性对手，当选
联邦众议员。沙拉拉说，三名女性争夺一
个议席的局面激动人心，“今年是女性之
年。女性愿意挺身而出，这不容小觑，不
管她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玛莎·布莱克本成为田纳西州第一位
当选联邦参议员的女性。

女性脱颖而出

角逐激烈

截至 7 日凌晨的计票显示，国会众议
院将迎来至少 85 名女议员，刷新历史纪

与国会中期选举同一天，美国 50 个州
中 36 个州的州长得以改选。按照路透社的

进入“分裂”时代

11 月 6 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倒映在
雨后的积水中。
新华社记者刘杰 摄
据新华社专特稿 据美国多家媒体 6
日晚报道，民主党在当天举行的中期选举
中夺回国会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则进一
步巩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美国国会将

说法，中期选举的焦点是谁能掌控国会参
众两院；在州一级层面，赢得州长职位有
助于共和、民主两党就医保、控枪等议题
支持或反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的州长选举备受关
注。佛州塔拉哈西市市长吉勒姆 6 日晚承
认败选。媒体估算结果显示，民主党人吉
勒姆的得票率仅比共和党籍对手罗恩·德
桑蒂斯少一个百分点。

互有攻守
在其他州，密歇根、堪萨斯两州州长
归属民主党人。这两州在 2016 年总统选举
中都把选举人票投给特朗普。特别是特朗
普盟友、堪萨斯州州务卿克里斯·科巴克
败选，成为民主党在这一共和党传统“票
仓”的一大收获。共和党人除赢得佛州州
长外，还拿下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州
长。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三州在两年后
的总统选举版图中地位突出。共和党人还
保住了俄克拉何马州州长职位。
从目前媒体估算的投票结果看，伊利
诺伊、密歇根、科罗拉多、缅因、宾夕法
尼亚和威斯康星州州长归属民主党，佛罗
里达、俄亥俄和艾奥瓦州归属共和党。

“伊斯兰国”先前占领区

密谋袭击马克龙
法国 6 人被捕

据新华社微特稿 联合国 6 日
发布报告，指认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在伊拉克占领区域内遗留
超过 200 处乱葬坑，掩埋尸体数量
可能多至 1.2 万具。
根据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当天联合发布的报告，先前遭
“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迄今发现
202 处乱葬坑，主要分布在北部的
尼尼微省、基尔库克省、萨拉赫
丁省和西部的安巴尔省。
这些乱葬坑中，28 座已被挖
掘，发现尸骸共计 1258 具。报告
说，估计全部乱葬坑中尸骸总数
为 6000 至 1.2 万具，其中最大一
个乱葬坑位于摩苏尔南部，估计
遭掩埋尸体多至 4000 具。

据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媒体 6
日报道，执法人员当天逮捕 6 人，
缘由是涉嫌密谋袭击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
多家媒体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嫌疑人谋划
对马克龙发起“暴力行动”，只是
尚未形成“周密”计划。
反恐人员分别在东南部伊塞尔
省、东北部莫塞勒省和西北部伊
勒－维莱讷省抓捕上述嫌疑人。执
法部门没有披露他们之间的关联以
及他们如何相互联系。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在报道中
说落网嫌疑人属于极右翼，但这一
说法没有得到执法部门证实。

发现 202 处乱葬坑

喀麦隆绑架事件
79 名学生获救
据新华社雅温得１１月７日
电 （记者 乔本孝） 摩喀麦隆新
闻部长兼政府发言人奇罗马７日
说，日前在该国西北大区遭“分
裂主义者”绑架的７９名学生和
一名学校司机已获救。
本月４日，西北大区首府巴
门达一所私立中学的７９名学生
和３名工作人员被英语区“分裂
主义者”绑架。
奇罗马７日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电话采访时说，绑架者逃脱时
仍带走了被劫持的学校校长和另
一名教师。奇罗马没有说明学生
获救的时间，但表示获救学生将
于７日晚些时候和家人团聚。
喀麦隆的官方语言为法语和
英语，英语区人口约占该国总人
口的２０％。

3 艘难民船
直布罗陀海峡遇险

至少 17 人死亡

据西班牙救援机构 6 日发布的消息，3 艘
来自摩洛哥方向的难民船 5 日在穿越直布罗陀
海峡前往西班牙途中遇险，目前已确认 17 人

死亡，另有 10 多人下落不明。
11 月 6 日，在西班牙南部的巴尔瓦特，工
作人员搬运难民遗体。
新华社/法新

中美洲移民潮抵墨西哥城

继续逼近美国
据新华社专特稿 数千名中美洲非法移民
5 日和 6 日陆续抵达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打
算休整后继续北上，前往美国。
墨西哥官员说，超过 2000 名中美洲非法
移民 5 日进入墨西哥城一座体育场，其他非法
移民连夜赶来。这座体育场可容纳 6000 人，
墨方在里面搭建 4 个大型帐篷，供非法移民休
息。
墨西哥一个人权团体的成员纳希利·拉米
雷斯告诉美联社记者，墨西哥城已准备接纳至
多 5000 名非法移民。墨西哥媒体先前报道，
这支非法移民队伍有大约 4000 人，北上途中

不断有新成员加入。
非法移民队伍中大多数人来自洪都拉斯，
有不少儿童。他们 3 周前穿过洪都拉斯与危地
马拉边界，随后进入墨西哥境内。
最先进入体育场的上百名非法移民洗澡后
换上墨西哥民众捐赠的衣服，吃到鸡肉和米
饭，躺在薄床垫上休息。不少人希望得到毯子
御寒。与中美洲国家相比，高海拔的墨西哥城
夜 间 气 温 较 低 。 阿 尔 瓦 · 冈 萨 雷 斯 现 年 48
岁，来自洪都拉斯。她告诉媒体记者，她 5 日
步行 5 个小时，随后与大约 150 名非法移民一
起搭便车来到墨西哥城。

摩纳哥警方
拘押俄罗斯富豪
据新华社专特稿 摩纳哥警方 6
日拘押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摩纳哥俱
乐部老板、俄罗斯亿万富翁德米特
里·雷博洛夫列夫，指认他在一宗
涉及艺术品交易的诉讼中涉嫌腐败
和影响执法。
雷博洛夫列夫先前状告瑞士艺
术品经纪人伊夫·布维耶，称后者
帮他采购艺术品期间“揩油”多达
10 亿 美 元 。 法 国 《世 界 报》 报
道，摩纳哥警方 6 日早晨抓捕雷博
洛夫列夫、突击搜查他位于摩纳哥
的一处豪华住所。
雷博洛夫列夫的律师埃尔韦·
特曼证实这一消息。俄罗斯驻法国
使馆已经向法国相关部门交涉，以
了解事件详情。摩纳哥与法国关系
特殊，除了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线
以外，全境北、西、东三面皆由法
国包围，是少有的“国中国”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