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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佐治亚 争夺参议院
史上最昂贵国会选举全美瞩目 联邦参议员决选结果将决定参议院控制权

第 117届美国国会定于 1月 3日开
幕。民主党继续控制众议院，但参议院暂
处“悬浮”状态。1月5日佐治亚州将举行
联邦参议员决选，其结果将决定民主党和
共和党谁能成为参议院多数党，进而对美
国新一届政府运转产生重大影响。

利害攸关
美国国会参议院由50个州各出两名

参议员组成。2020年大选后，包括两名与
民主党一致投票的独立参议员，民主党目
前在参议院拥有 48 席，共和党占据 50
席。佐治亚州因大选中没有参议员候选人
得票过半数，按州法律须通过第二轮选举
决出两个参议院席位。

如共和党赢得一到两席，便将在新一届参
议院拥有51至52席，从而维系多数党地位。如
两席均归民主党，两党则各拥50席，将于1月20
日就职的当选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届时作为

参议院议长，握有决定性的一票，民主党将凭此
成为美国史上优势最小的参议院多数党。
佐治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布洛克

说：“在一场选举中，由来自同一个州的两个
席位决定参议院控制权，这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国会参议院除立法事项外，还负责

批准联邦政府对外缔结的条约和总统提名的
重要行政与司法职位任命。谁掌握国会多数
党地位，对新一届政府施政影响重大。共和
党如继续保持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将有机会
阻挠新政府的大部分议程及其内阁和司法关
键提名。反之，民主党夺回参议院的话，加上
众议院和白宫均将由民主党掌控，有利于新
一届政府和民主党推行有利于自身的议程。

选情胶着
正因为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决选事关重

大，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该州倾力展开竞选活
动。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将其列为美国史

上最昂贵的国会选举：第一轮选战已耗费
2.05亿美元，决选阶段又花掉近5亿美元。

决选中，现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维·珀
杜和凯莉·莱夫勒将分别对阵民主党人乔恩·
奥索夫和拉斐尔·沃诺克。州级民调显示两
党势均力敌。“真正透明政治”网站的平均民
调则显示，两名民主党人目前略微领先。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美国选举计划”数
据，佐治亚州选民提前投出逾300万张选票，
占全州登记选民的38.8%，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提前投票虽已结束，计票要到选举日才
能开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佐治亚州民
主党人占多数的地区和非洲裔选民中，提前
投票踊跃，意味着共和党人需要在选举日有
强劲表现才能保住参议院席位。

大选缩影
佐治亚州位于美国南部，多年来一直由

共和党主导，直到2020年大选才真正“摇

摆”——拜登以49.5%对49.3%得票率的微
弱优势，成为自1992年克林顿以来首位在佐
治亚州获胜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分析人士
认为，佐治亚州的政治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折
射了美国两党政治版图的变化。

此轮联邦参议员决选主题，也犹如2020
年大选的复调。谋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珀
杜和莱夫勒呼吁选民支持他们成为国会阻挡
“左翼”的“防火墙”。民主党候选人奥索夫和
沃诺克的政策主张均走温和路线，他们还抨
击共和党对手冷酷、不关心弱势群体。
《纽约客》报道指出，佐治亚州非洲裔居

民较多的农村地区深受疫情打击，健康领域
的贫富差距显著，这种状况也将影响选情。

不过，不论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决选结
果如何，新一届国会多数党的优势地位都很
脆弱。美国近些年“针尖对麦芒”的白热化党
争，势必仍将延续。

新华社华盛顿1月2日电

��
��

2����������
������a���������

������������������2���

��b

2��	�����������	
��
�������������
��
����������������������
���
����������������������b

2 � � �  � � �
�����������������������
����%�����		�	�
��������������������
b

2�������
�����
�����$%�����
�����
������������������
b

������

���������������
�	u���
������v

����
����������
� � 
 � �u������� ���� 
 �
���� �
��v������
��
�����������
�������
� �������� �
��������
��
����
�	�b

�����������
����������������
�b������������
�����������
����
���b

��������
�����
����

��������������
EEEE�EE�EE�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a������a�������a���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OI��������������$.�
�� ��LH�����
�
���	��	���
�b����������
� ��� �������
��
������
��b

��������	����
������������b

� �

�������������������������
�����	���	
�����
��������������������Y�����
�����������	����
�����������b

����

���������������

�����������������/�����
�������a����������
�����������������b

����

�������������
�
�����������������+��	��
������������	��
���������	������a
�����������������
������������b

����

������
��������
����
�����������������8�
�	��������������	
�����������	����
��a���������������
��������������b

� �

� � � � � � � � � �
��������������������������

��������	��
�������
���������F����������D�����
����������������
����������������������	���
���������������b

����

�������������
��������������

��������.#�������.�����a�
�����������������
��	�������b

����

����	����������
�  � � � � 
 �
��������."���)�9�&�	����
���������������
�
�����������
��
�����������������
���������	������
����	b����b

��	�

����������������������
���9���
���������
���	�����������
�����	������������
���	���b

�������������

苏莱曼尼遇难周年
伊朗人盼安宁平静

虚拟货币比特币价格2日创下最高纪录，一度突破每枚
3.3万美元。

据德新社报道，交易平台比特邮票公司当天比特币成交
价格一度高达每枚33099美元，之后跌至32750美元。自
2021年元旦以来，比特币每枚价格涨4000美元，升值13%。
比特币在其他交易平台也有不同程度升值。比特币是目前规
模最大的虚拟货币，占据近七成市场份额。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 看守所日增百余确诊病例
过去一个多月来，韩国首尔东部看守所聚集性感染的新

冠病例数不断增加。韩国法务部3日披露，首尔东部看守所2
日新增确诊121例，累计确诊病例达1062例，感染者包括22名
工作人员。

截至3日17时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全国服刑场所较前
一天新增确诊病例126例，其中首尔东部看守所121例；江原
北部监狱4例，感染者均为首尔东部看守所病毒检测呈阴性
后移送至此的犯人。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 加州殡仪馆“尸”满为患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新冠疫情严重，当地殡仪馆

容纳遗体能力已超过极限，不得不将一些客户拒之门外。
美联社2日报道，洛杉矶县“大陆殡仪馆”现阶段日均处理

约30具遗体，是正常数量6倍。当地殡仪馆放不下更多遗体
时打电话询问其他殡仪馆能否分担，发现其他殡仪馆情况一
样。“大陆殡仪馆”老板玛格达·马尔多纳多说：“我不得不对死
者家属说，‘我们不能接收您（去世的）家人’。我从事殡葬业
40年，从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加州殡葬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鲍勃·阿克尔曼说，火化或
下葬的整个进程变慢，包括为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办理死亡证
明。正常情况下，遗体一两天内就能火化，现在要等至少一个
星期。 新华社微特稿

埃及 正式批准使用中国疫苗
据新华社开罗1月3日电（记者 吴丹妮 马哈茂德·富利）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德2日晚表示，埃及正式批
准在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哈拉·扎耶德
通过埃及电视媒体表示，埃及药品管理局将于3日把相关官
方许可送至卫生部，该许可已于2日签发，中国新冠疫苗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科学认证。

英国 单日新增病例再创新高
据新华社伦敦1月2日电（记者张家伟金晶）英国政府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7725例，再
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累计确
诊病例2599789例。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医务主任伊冯娜·多
伊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数字提醒人们疫情的危险仍在，病
毒传播仍处在较高水平。

被判在伊拉克枪杀平民获罪的美国前
黑水保安公司一名雇员，获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特赦出狱后坚称自己无罪，感谢
总统给予他“第二次机会”。“我认为我做得
没错，”埃文·利伯蒂在2日发表的专访中告
诉美联社，“我对有人无辜死去感到遗憾，
但对我当时的做法有信心，我心安理得。”

总统特赦
利伯蒂是2020年12月获得特朗普特

赦的4名前黑水雇员之一。他们2007年9
月16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街头向平民
开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

这4人中，其中一人在美国被判定一
级谋杀罪名成立，利伯蒂和其他两人被定
为杀人罪。他们2015年分别被判处终身
监禁和30年监禁。利伯蒂等3人刑期2019
年被改判，30年刑期缩短至大约15年。

利伯蒂说，他在牢房里看书，一名监狱
官员到来，问他：“你准备好了吗？”“我不确
定，怎么了？”利伯蒂回答。“总统特赦。收
拾你的东西。”监狱官员说。

美联社报道，历史上，获得美国总统特
赦的罪犯没有犯杀人等暴力罪行，且有认
罪悔过表现，而这4名黑水雇员不符合这
些标准。

引发震动
这4人获特赦，在美国国内外引发震

动和愤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发表声明说，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人员理应受到惩罚，美国应
该履行国家义务，打击严重侵犯人权和严
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杜绝有罪
不罚现象而不是相反。声明说，这一特赦
将加剧已经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并将鼓
动其他人在未来犯下类似罪行。

一名遇害伊拉克学生的昔日同学说：
“美国人从来没有平等对待我们伊拉克
人。对他们来说，我们的血比水还廉价。”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指出，这
些黑水雇员的所作所为是“令人震惊的非
人道行为”。 新华社专特稿

前黑水公司雇员获特赦后
坚称“没做错”联合国发声——

杜绝有罪不罚

1月2日，在苏莱曼尼墓附近，一名
女子手持苏莱曼尼的肖像参加他的遇
难周年悼念活动。 新华社发

2020年，受新冠疫情、世界经济衰退、原油供需失衡等因素
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度暴跌，后缓慢回升，呈V型走势。展
望2021年，市场普遍看涨油价，但认为仍存在不确定性。

埃及石油总公司前董事长、国际能源专家迈扎特·优素福表
示，2021年全球能否控制住疫情将对原油市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疫情再度蔓延可能给第一季度原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但受疫
苗广泛接种等因素推动，全球石油需求或将在第二季度恢复增长。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阿明·纳赛尔也表示乐观，他预计油价会在2021年下半
年反弹。 据新华社开罗1月2日电

2021年国际油价有望上涨
市场普遍看涨 但认为仍存不确定性

新年伊始的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
已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
的“形影”随处可见。街道两旁每隔两三
百米，便悬挂着他生前在各种场合的影
像；公交车前窗玻璃上贴着他的头像；在
德黑兰北部的塔季里什广场，路边的音
响设施也播放着纪念歌曲。

苏莱曼尼遇袭身亡是一件令人震惊的
事件，伊朗记者赛义德说。这两天，他一直
在奔波拍摄苏莱曼尼遇难周年纪念活动。

2020年1月3日，美国在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发动袭击，杀死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等
人。赛义德告诉记者，2021年元旦在首
都举行的纪念活动上，革命卫队将领和
来自伊拉克等国曾与苏莱曼尼并肩战斗
的军官悉数到场。2日，在苏莱曼尼故
乡、东南部城市克尔曼，成百上千当地民
众参加悼念活动。

赛义德身边的朋友法尔哈德随手拿起
最新的《德黑兰时报》，头版手绘彩图上，苏莱
曼尼面带微笑，敞开双臂半蹲在画面中央，一
名男孩准备为他挂上勋章，和苏莱曼尼一同
在袭击中身亡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
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汉迪斯站在他身旁。

美国近日在伊朗周边地区进行一些
军事活动，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
令侯赛因·萨拉米说，革命卫队已配备智
能水雷、新一代无人机等先进设备，会对
任何威胁国家安全与利益的行动进行
“果断而强有力的打击”。

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和伊朗外
长扎里夫在新年致辞中说，新冠疫情和
残酷的制裁严重影响伊朗人民的生活，
希望2021年将是充满和平、健康与繁荣
的一年。“我们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
一样，渴望安宁平静，期待早日回归正常
生活。”赛义德说。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3日电

比特币创最高纪录
每枚价格一度超过3.3万美元

国际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