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甸举行议会选举
新一届联邦议会将选出新总统

据新华社仰光11月8?电 缅甸8日举行联邦议
会与省邦议会选举， 产生的新一届联邦议会将选出
新一任总统。

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将从 9 日开始通过其官
网和国家电视台等渠道陆续公布计票结果，最终结
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一周或两周内公布。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缅甸国内广受支持。政治
分析师理查德·霍西认为，反对党目前混乱，几乎没
有一个党派能够提出可靠的替代方案。这是昂山素
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在缅甸核心地
带保持领先优势的部分原因。缅甸上一次全国大选
于2015年 11月举行，民盟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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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美媒测算拜登已获逾 270张选举人票，特朗普则表示选举远未结束

大选胶着变化，反映今日美国复杂性
■本报记者 张全 安峥 李雪

据美国媒体 7 日测算， 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 前副总统拜登在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
已获得超过 270?选举人票。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现任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此次选举远未
结束，将开启诉讼程序。

在“司法大战”的隐忧下，美国政治和民意
裂痕愈加扩大。舆论和学界指出，无论谁当选总
统，伤痛似乎都很难愈合。

双方支持者上街抗议

多家美国媒体根据计票结果测算，拜登已
赢得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内华达州，

他目前已获得 279?选举人票。特朗普目前获
得 214?选举人票。美国总统选举共有 538?
选举人票，最终胜出的候选人必须确保所获选
举人票超过半数。

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民众搁置分歧，走
向团结。据报道，拜登 7 日晚间以“当选总统”

身份发表全国讲话，感谢选民信任、呼吁民众
团结。

特朗普则发表声明说，这次选举还远没有
结束，其竞选团队将开启诉讼程序。此前，特朗
普竞选团队已在多个州就计票问题提起诉讼，

指称选举存在舞弊行为。

针对选情最新变化，美国多地有拜登的支
持者上街庆祝，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上街抗议。

一场“冷内战”

近日，一篇题为《这是真正的恐惧：“两个
美国” 的冲突在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的
长文在英国《卫报》网站发表。作者写道，美国
前总统奥巴马曾说，“不存在一个自由派的美
国和一个保守派的美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美
国。”然而这似乎只是一厢情愿。今年的美国大
选被许多人称为一场“冷内战”。

文章指出，如今，支持民主党的地区和支持
共和党的地区宛如两个世界：“男性 VS女性”

“黑人 VS白人”“青年 VS老年”“农村 VS城市”

“好莱坞 VS铁锈带”……无数二元对立导致华
盛顿功能失调。就算拜登当选，美国社会的撕裂
伤口也不可能马上愈合，“特朗普主义” 一定会
以一种更为愤怒和暴力的形式继续存在。

新美国智库的高级研究员李·德鲁特曼表
示，过去 40年，美国民众的不满和不信任程度
在不断升级。这是因为美国关注国家层面的政
治决策，忽视地方微观治理，使许多真正代表
地方利益的议员无法在国会上取得优势地位。

而且，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城/?”分野和“自由/

保守”分野上站队过于鲜明，直接导致通过选
举解决社会问题的边际效益递减，而民众间沟

壑却在加深。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指
出，过去 4 年来，尽管特朗普执政存在种种弊
端，但基础选民仍坚定地支持他。这背后反映
的问题既有党派对立，也说明一部分选民是为
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投票， 并不考虑国家利益，

比如一批白人种族主义者。正因如此，未来美
国社会的分裂仍会一如既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选期间，还出现了
世界末日般的竞选语言，这在美国历史上前所
未见。雪城大学研究极端主义的政治学家迈克
尔·巴昆表示，“这非常令人担忧。‘若对手胜
选，美国就会完蛋’的想法，完全不符合美国的
历史传统。”因为一般来说，美国人会将“让美
国完蛋”的假想敌放在外国，比如冷战时的苏
联，而不会直指自己的同胞。

迈克尔·巴昆还说，对新冠疫情的恐惧、对
种族歧视的抗议、突然的经济崩溃，导致大选
期间极深的不信任感。这也意味着美国在短期
内很难再次团结起来。

党派偏见将妨碍治理

《纽约时报》则在近日的文章中分析了党
争和政治极化的严重性，认为无论大选结果如
何，两党都将面临混乱和不确定性。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凯恩、哈
吉姆·杰弗逊等专家认为，无论谁入主白宫，对
国家的有效治理都将是困难的。“需要为破解

政治分歧找到良方，回归政治的平衡术。”

凯恩说， 两党都不再代表最广泛的民意，

而是各自代表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要想长期获
得更多支持，需尽一切可能找到跨党派执政的
方法。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党派偏见妨碍了
国家治理，并日渐对国家制度、民主价值观造
成侵蚀。

杰弗逊对两党能否在未来开展良好合作
持怀疑态度。他指出，疫情本有望给双方带来
携手机会，例如数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至今
全无妥协。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
认为，未来的新政府会在回应国内各阶层诉求
方面遭遇困境。而且共和党人仍掌握参议院多
数、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大有缩减，制定国
内立法受到掣肘。

《大西洋月刊》评论，政治对立还导致对国
家权力、司法工具的滥用。无论哪位候选人当
选，都难以扭转美国制度性危机。

文章指出， 美国的体制依赖于妥协与合
作———没有国会通过的预算和法律，政府就无
法实施管理；除非两党达成协议，并有总统签
名，否则国会不能立法……然而，使美国体制
运转的必要精神正在流失，导致美国政府体系
效率低下，危机频发。

美国在变已不复当初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聚焦了美

国的全球地位，指出无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
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受到极大冲击。

“特朗普主义”已经深刻影响了美国的领
导地位。文章指出，尽管拜登表示，若他赢得大
选，他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尊重美国
的盟友，拯救美国经济，但特朗普已经严重损
害了美国利益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无论谁
当总统，欧盟已经开始构想一个不受美国力量
保障的世界。 世界格局已经被特朗普改变，拜
登不可能让美国回到 4年前的状态。

时殷弘也指出，新政府无法弥合跨大西洋
两岸的分歧，因为世界已经变了。受美国政治
社会状况和世界局势变化影响，像奥巴马时期
那样紧密的盟国关系不可能再现。

“这（特朗普执政 4年）对美国全球领导地
位的损害是严重的、 无法挽回的。”《大西洋月
刊》指出，特朗普疏远了盟友，鼓励了对手。他
发起的贸易争端以失败告终，美国经济学家一
致认为，即使没有疫情大流行，贸易争端也很
可能在 2020年将美国逼入衰退。 “美国，这个
历史上能够在诸如促进自由贸易、建立强大国
际联盟等问题上团结一致的国家，似乎已经不
复存在。”

“大选胶着的变化反映了今天美国形势的
复杂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表示，美国在不断改变，不再是过去的美
国，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特朗普对美国造
成了很多方面的改变， 这些改变具有长期影
响，美国的分裂状态短期恐难愈合。

大选如何影响美股
■本报记者 杨瑛

美国大选结果尚未出炉，但华尔街似已
提前开启庆祝模式。自 11月以来，美股市场
涨势如虹，三大股指均连续跳空上扬。分析认
为，随着大选形势逐渐明晰，市场对未来政策
走向的确定性增加，是上涨的主要原因。

近期走强
在经历了 10月份的大幅下挫后， 美股

在进入 11月后出现连续上扬。 上周， 标普
500指数上涨近 7%， 根据贝斯普克投资集
团统计， 该数据已达到自 1932年以来选举
周的最佳市场表现。 上周前四个交易日，纳
斯达克指数上涨 8.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上涨 5.6%，三大指数均有望创下自今年 4

月份以来最佳单周走势。

分析指出，美股近期走强受多重因素影
响，其中大选无疑是主导因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分析称，尽
管最终的选举结果至今仍未出炉，但随着选
举进展不断推进，形势逐渐明晰，从而使投
资者对于未来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一些分析
师表示，华尔街已将大选结果视为“落地的
靴子”，假定拜登将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与
此同时，国会很可能仍将由民主、共和两党
分别控制。这对华尔街来说是一个最受欢迎
的结果。因为在这种“分庭抗衡”的局面下，

美国的政策走向将大概率避免走极端，而更
多地倾向于渐进和温和的政策取向。

“实际担忧”

尽管行情走势向好，但分析人士指出，美
国大选引发的社会动荡已成为一种 “实际的
担忧”，华尔街对大选的反应可能过于乐观。

目前，选举结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尤其
是特朗普就选举发起司法挑战， 同时全美多
地与大选相关的一些暴乱、 抗议活动已有所
抬头，这些都将对投资者情绪产生重要影响。

摩根大通指出，从过去大选年的美股走
势来看，标普 500指数在大选年的波动要高
于非大选年，因为市场需要基于未来政府政
策的变化来做出重新定价。但无论是连任还
是换届，在大选后短期内，标普 500 指数大
概率会出现上涨。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当年
选举产生的是一位共和党总统，那么美股会
在大选后迅速作出更积极的反应，因为共和
党的政策通常被认为对市场更友好。

重霾叠加疫情反弹，新德里被“双击”
卫生专家担心，空气质量若持续恶化将会加剧疫情

新华社专特稿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质
量 7日连续第三天为“严重污染”。这座城市近
期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势头，卫生专家担心空气
污染将使患呼吸系统慢性病的人更易感染新
冠病毒。

路透社报道， 新德里空气污染每年 10月
至 11月都会加重， 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农民
焚烧秸秆、工业废气和机动车尾气排放等。

报道说，截至 7 日，新德里空气质量指数
连续三天为 “严重污染”。7日当天空气质量指

数为 441。按照印度空气污染评判标准，空气质
量指数在 401和 500之间为“严重”，超过 500

为“严重+紧急”。

印度空气质量天气预报与研究系统预期，

新德里空气质量今后两天仍将在“严重”级别，

甚至更高一级。

新德里至少4处空气质量监测站7日的监
测结果显示，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
细颗粒物（PM2.5）浓度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

环境保护人士认为，印度政府需要采取一系

列措施改善空气质量，包括改变农民焚烧秸秆的做
法、加大投资发展公共交通和推广使用清洁能源。

环保人士维姆伦杜·贾阿在社交媒体推特发
文：“新德里空气质量指数保持在‘严重’，政府是
时候考虑叫停所有建筑项目至少一周时间。紧邻
新德里的火力发电厂应该立即停止运营。”

往年排灯节燃放鞭炮同样加重空气污染。新
德里市政府 5日宣布禁止在市内燃放爆竹，违者
将受到罚款。

新德里目前不仅受空气污染影响，新冠疫情

同样严重。

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10 月 29 日突破
800万例， 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确诊病例超
过 800万的国家。印度日均新增感染病例 9月
中旬开始有所减少，但新德里近期病例激增。

卫生专家提示，空气污染程度高将影响那
些受呼吸系统疾病困扰的新冠患者。 此外，如
果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呼吸系统慢性病患者将
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德新社报道，科学研究
发现，长期暴露在污染空气中可能增加新冠患
者的死亡率。

新德里胸外科医生阿尔温德·库马尔说：

“空气质量开始恶化后，确诊的新冠患者增多。

我担心情况会变得更糟。” 印度国家疾病控制
中心前不久预计，新德里冬季可能日增新冠确
诊病例 1.5万例， 部分原因是空气污染导致的
冬季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患者更容易感染。

7日，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示威。 均 新华社发7日，人们聚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拜登支持者举着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