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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举背后的金钱与政治勾连

联合国官员23日宣布， 利比
亚冲突双方当天签署停火协议，
决定从即日起在利比亚全境实行
“完全和永久” 停火。

分析人士指出， 停火协议对
利比亚结束长期战乱具有积极意
义， 未来该国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则取决于冲突双方的诚意及相关
外部力量的态度。

得到各方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

理特别代表、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
特派团负责人斯蒂芬妮·威廉姆
斯23日表示， 根据最新签署的停
火协议， 利比亚冲突双方同意组
建一个联合机构监督停火协议的
实施， 并立即开始对境内所有武
装组织和人员进行识别和归类。
同时， 境内所有外国雇佣兵和战
斗人员应在3个月内离境。

这是自2019年4月利比亚东
部武装力量“国民军”发起首都的
黎波里争夺战以来， 利比亚冲突
双方首次同意“永久”停火并正式
签署协议。该协议得到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及美国、英国、德国、
意大利、卡塔尔和埃及等国欢迎。

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后 ， 利比亚陷入长期的战乱冲
突， 最终形成两大势力割据对峙
的局面。 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

团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控
制的黎波里等西部地区， 而国民
代表大会则与 “国民军” 结盟，
主要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 南部
主要城市及西部部分城市。

利比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哈
立德·蒙塔塞尔认为， 达成永久
停火协议具有积极意义， 该协议
得到利比亚邻国、 中东地区国家
及国际社会支持， 表明停火已是
一种广泛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
究所副研究员王金岩说， 此次达
成停火协议并非突然之举， 而是
今年以来在外部力量斡旋下反复
谈判的结果。 从外部看， 美国希
望中东北非维持和平稳定以服务
于特朗普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
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维持
地中海地区安全， 以遏制难民涌
入欧洲， 减轻欧洲国家的经济社
会压力；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等
邻国则希望维护自身边界地区稳
定。 从内部看， 民族团结政府总
理萨拉杰同意在10月底前交权，
释放了积极信号， 国民代表大会
也在逐步突出文官作用、 淡化哈
夫塔尔领导的 “国民军” 作用，
这表明冲突双方都在相向而行。

持续性仍存疑
与此同时， 分析人士指出，

利比亚过去曾多次达成停火与和
解协议， 但都没能持久， 这次停
火能否带来 “完全和永久” 的和
平仍存疑问。

萨拉杰23日把停火协议描述
为 “挽救利比亚人生命、 减轻利
比亚人苦难” 的协议， 并要求国
际社会确保利比亚不会再次陷入
战争。 民族团结政府军方发言人
穆罕默德·卡努努24日表示， 对
“国民军 ” 打算从利比亚撤走
5000余名外国雇佣军持怀疑态
度。 他要求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
派团派遣监督人员， 调查 “国民
军” 在利比亚中部地区苏尔特和
朱夫拉等地运输 “外国雇佣军”
的问题。

“国民军 ” 发言人 24日表
示， 欢迎停火协议， 该协议的执
行需要诚恳的保证人和威慑力量
的推动。

利比亚政治分析家哈立德·
塔尔胡尼认为， 冲突双方的表态
有差异， 体现出他们的谨慎态度
及对 “永久” 停火协议积极信号
被过分夸大的担忧。

利比亚军事分析家哈利法·
泰利西认为， 停火协议还需要更
多来自外部力量的坚定支持， 只
有外部力量在利比亚问题上达成
共识， 冲突双方才能真正实现永
久停火。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网站24日的数据显示，
全美23日报告新增新冠 确 诊 病
例 82929例 ， 创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单 日 最 高 纪 录 ， 新 增 死 亡 病
例946例。

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单
日新增新冠病例首次超过8万例，
凸显疫情指标在前段时间略微缓
和后严重反弹。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本周
全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超6万
例 ， 新增死亡病例有 2天超过
1000例， 平均新增确诊病例和死
亡病例持续走高。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
长斯科特·戈特利布当天在社交
媒体上表示， 新冠住院病例是反
映美国疫情负荷的一个重要而客
观的指标， 住院病例目前也开始
激增， 24日全美达到近42000例。
随着疫情发展， 新冠患者入院标
准已一再收紧， 即便在这种情况
下， 住院病例仍大幅飙升， 更加
令人忧虑。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24日晚，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超过857万例， 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22.4万例。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病例首超8万

利比亚“永久”停火释放积极信号

为应对持续恶化的疫情， 法国政府决定扩大宵禁地区范围， 在法
兰西岛大区等地实施宵禁的基础上， 自10月24日零时起对另外38个省
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实施为期6周的宵禁， 每日21时到次日6时禁止出
门。 至此， 这一防疫宵禁已覆盖法国101个省中的54个， 涉及约4600
万人。 图为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 警察在宵禁后的街道上巡逻。

新华社发

法国扩大宵禁地区范围

新华社电 智利卫生部24日
宣布 ， 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631例， 累计确诊500542例；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48例 ， 累 计 死 亡
13892例。

智利人口最集中的首都大区
疫情目前较为稳定， 但南部多地
疫情蔓延迅速。 智利安德烈斯·
贝略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院长埃

克托尔·桑切斯说， 就目前情况
看， 疫情并未得到完全控制， 人
们应坚持做好防护， 注意保持社
交隔离。

智利定于25日就 修 改 宪 法
举 行 公 投 ， 相 关 防 疫 规 定 包
括投票者必须戴口罩 、 自备铅
笔、 摘口罩核实身份时间不得超
过3秒等。

智利累计新冠确诊病例破50万

眼下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已
不到10天， 共和、 民主两党总统
候选人仍在关键“摇摆州”做最后
冲刺。 经历了铺天盖地的竞选广
告、“打鸡血” 般的造势集会与火
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后， 美国这
场政治大戏即将迎来最高潮。

在选举活动的热烈气氛与候
选人的漂亮说辞背后， 掩藏的是
金钱的无声运作与政客的精心算
计。 金钱政治已成为美国的深层
次问题，其负面影响广泛而深入。

金钱的力量
美国选举从来都是 “烧钱”

的事 ， 今年又 “烧 ” 出了新热
度。 美国无党派组织响应性政治
中心预计， 2020年总统及国会选
举总花费预计将达到破纪录的
108亿美元 ， 大幅超越2016年约
70亿美元的水平。 其中， 本次总
统选举的费用预计约为52亿美
元。

高额选举费用的背后是对参
选人筹款能力的隐性筛选， 再次
印证现实中的美国总统选举绝非
“零门槛”。 据美国媒体统计， 二
战后当选的13个美国总统中， 仅
杜鲁门一人的净资产峰值不足
100万美元， 而另外12人中不乏
千万甚至亿万富翁。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
主任拉里·萨瓦托直言， 在美国，
财富是竞选总统的重要 “敲门
砖”， “从来如此， 未来也会一
直如此”。

高额选举费用实质上是利益
集团 “合法合规” 笼络候选人的
结果。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允许
企业与工会 “无上限” 地向支持
候选人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
会” 捐款， 2014年又取消了对个
人政治捐款总额的限制， 这意味
着曾经压在资本头上的 “紧箍
咒” 不复存在。 挣脱束缚的金钱
加速与政治权力结合， 直接导致
近年来美国从总统选举到国会与

地方选举的政治献金大幅飙升，
“选举跟着钱走” 已昭然若揭。

事实上， 除立法与行政部门
选举外， 美国司法领域也未能幸
免被金钱染指。 在10月中旬举行
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听证会
上， 罗得岛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怀
特豪斯指出， 各级法院法官提名
人选背后都有大金主 “暗钱” 的
操控， 总金额可达上千亿美元。

消失的公平
金钱给美国政坛乃至社会造

成的负面影响广泛而深入。 《枪
炮、 病菌与钢铁》 一书作者贾里
德·戴蒙德在其2019年出版的新
书 《剧变》 中提出， 当前威胁美
国民主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妥协
的加速崩溃， 而造成这一结果的
重要原因正是选举对金钱的依赖
不断增强。

戴蒙德指出， 随着竞选成本
大幅攀升， 候选人会更多倚赖大
额捐款人， 这些出资人当然会把
钱捐给与自己目标一致的候选
人， 而不是那些愿意妥协的温和
派。 他援引一位从政多年的朋友

的话说： “到目前为止， 听命于
金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生
活中最大的败笔。”

美国政治专栏作家伊丽莎
白·布吕尼希指出， 选举背后的
“暗钱” 操控以及针对有色人种
和穷人的欺压， 劣迹种种， “美
国选举中的不公平已经存在很久
了”。

金钱政治也增加了解决美国
社会问题的难度， 控枪法案难以
通过就是最好例证。 尽管美国各
地校园枪击的悲剧一再上演， 但
资金雄厚的拥枪游说机构对国会
议员拥有很大影响力， 它们总能
设法阻挠对枪支的管控。

从更深层面看， 金钱政治在
美国愈演愈烈反映出其民主制度
存在严重问题。 法国蒙泰涅研究
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在
法国 《回声报》 撰文指出： “腐
败的金钱政治， 日趋严重的社会
两极分化， 贫富不均现象激增，
最高法院政治化， 所有这些导致
民主出问题的演变不是一个人的
成果， 而是一种没有受到限制的
长期失控的结果。”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哥伦比亚国家卫
生研究院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 国 新 增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8769
例 ， 累计确诊病例1007711例 ；
新增死亡病例198例， 累计死亡
病 例 30000例 ； 累 计 治 愈 病 例
907379例。

哥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此前表
示， 目前全国各地疫情处于不同
阶段 ， 但总体上呈波动下降态
势。 哥总统杜克23日要求各省采
取精准防疫措施 ， 严控人员聚

集， 以防疫情进一步严重， 并准
备接下来的万圣节和圣诞节假期
疫情防控工作。

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0月以
来有所反弹 ， 防疫压力依然严
峻。 数月来， 包括副总统拉米雷
斯在内的多名政要宣布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

哥伦比亚3月6日报告境内首
例确诊新冠病例， 目前累计确诊
病例数在拉美仅次于巴西和阿根
廷， 位列全球第八。

哥伦比亚新冠确诊病例过百万
10月24日， 选民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投票点提前投票。

新华社电 阿富汗国家安全
局24日夜间发表声明说， 阿安全
部队击毙了 “基地” 组织高级头
目阿布·穆赫辛·马斯里。

阿国家安全局当晚在社交媒
体上发表声明说， 阿安全部队在
阿东部加兹尼省开展的军事行动
中将马斯里击毙。 声明没有透露
更多细节。

马斯里是埃及人 ， 据信是
“基地” 组织二号人物。 他被美

国指控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资
支持并合谋杀害美国公民。 美国
政府2018年12月发布了对他的通
缉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透露，
目前尚有不到200名 “基地” 组
织武装分子活跃在阿富汗境内。

在阿国家安全局宣布击毙马
斯里的当天， 加兹尼省接连发生
两起路边炸弹袭击， 共造成9名
平民死亡、 2名警察受伤。

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基地”组织高级头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