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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给 122 天后的美国大
选带来新变数”——美国嘻哈巨
星坎耶·韦斯特在美国独立日当
天宣布竞选总统后，《今日美国》
如此评论。与主流媒体的各种
分析相比，社交媒体对“侃爷竞
选总统”的热议更多是看热闹，
毕竟这已不是这位“特朗普兄
弟”第一次自称要竞选美国总
统。

马斯克：我全力支持
4 日正值美国独立日，韦斯

特在推特上留下这样的文字：
“现在，我们必须通过信任上帝、
团结我们的愿景和建设我们的
未来以求实现美国的承诺。我
要竞选美国总统！”韦斯特还
用“ 愿 景 2020”的 标 签 标 注 自
己这条推特，随后便获得知名
汽车品牌特斯拉和美国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老板埃隆·马斯克
的转发——“我全力支持你！”鉴
于韦斯特几日前刚在推特上贴出他与马斯
克的合影，说明两人关系不一般。“这意味
着现任总统特朗普将失去两位最重要的支
持者”，美国《截止日》网站分析，韦斯特曾
公开表示对特朗普的喜爱，并于2018年“突
然造访白宫”时夸奖这位半路从政的总
统。他的参选将有可能从特朗普和拜登这
俩共和党与民主党已经定下的总统候选人
手中分散选票。法新社称，韦斯特没有公布
更多竞选细节，也不透露是否已正式登记参
选，这难免让人猜测这只是这位反复无常的
说唱歌手的宣传噱头，而推特上数十万人的

“热搜”也的确达到吸引眼球的效果。
热衷政治的“卡戴珊一家”

韦斯特的妻子、拥有大量粉丝的社交
名媛金·卡戴珊也转发了丈夫的这条推特，
并辅以美国国旗图标，似乎意在证明韦斯
特此举并非一时兴起的调侃。这并非韦斯
特第一次透露自己要竞选美国总统，早在
2015 年韦斯特就在 MTV 音乐奖颁奖典礼
上表示要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2016年他
又在一次集会上表示自己没有去参加大选
投票，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让他在那一年还
接受住院治疗。虽然美国演艺界普遍倾向
于民主党，但韦斯特在特朗普上台后却成
了特朗普的“粉丝”，2018 年公开表示支持
和喜爱：“我们是兄弟”，特朗普也回应“我
们一直是好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
韦斯特与特朗普不仅激情拥抱，还在施政
纲领上大肆吹捧，这让很多他的民主党朋
友非常失望。

去年5月接受《GQ》杂志采访时，韦斯

特字里行间还暗示要给特朗普投票，但在
一档音乐节目中又表示此举是对“民主党
人的鞭策”。卡戴珊近年来也对去见总统

“情有独钟”，2018 年后多次去白宫与特朗
普见面，为女囚犯争取减刑特权。韦斯特
宣布竞选总统后，网络上的热门调侃其中
一则就是“卡戴珊会不会成为美国第一夫
人？”“卡戴珊一家要去白宫拍真人秀了！”
也有媒体和评论员从选票角度猜测，韦斯
特是想吸引拜登手中的黑人选票，通过分
流选民来“助攻”特朗普，毕竟他曾对外表
示非裔选民们不要一窝蜂地都投给民主
党。

歌坛巨星、设计师、富商
作为全球唱片销量超1.4亿张、21项格

莱美大奖的获得者，韦斯特拥有不少流行
金曲和广大粉丝群，这是他参选的优势，

《截止日》网站甚至认为他刚发行的单曲
《血中洗礼》很适合作为竞选主题曲。其实
这位黑皮肤的非裔公众人物很早就开始对
政治话题感兴趣——早在2005 年，韦斯特
就在电视直播中批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
漠视黑人问题；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时也
大谈制造业回流对本土就业的影响，以及
黑帮和监狱暴力等社会问题。除了歌手身
份，韦斯特还是一位成功的设计师、时尚品
牌商人，他掌控的潮牌“椰子鞋”全球销售
额超10亿美元。去年11月韦斯特就表示要
把该品牌制造厂迁回美国，“当我2024年竞
选美国总统时，我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韦斯特还保证旗下品牌迁回北美工厂完全
符合环保要求，计划以绿色方式可持续发

展，减少制造业对环境的危害。
英国《卫报》认为，如果韦斯特真的要

参选，他需要延续第三党或独立参选的流
程经验，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1992 年得克萨斯州亿万富翁罗斯·佩罗曾
在大选中获得19%的选票，2000年绿党的拉
尔夫·纳达尔虽然只获得3%的选票，却导致
民主党人戈尔败选。目前美国尚有一些州
没有关闭独立参选人的报名通道，韦斯特
就是这个变数。

在私人生活方面，现年43岁的韦斯特
出身中产家庭，生父曾是激进黑人民权组
织“黑豹党”成员，母亲则是芝加哥大学教
授，曾带年幼的韦斯特到中国南京交流生
活，韦斯特透露正是童年在南京的一年让
自己找到“当明星”的感觉。在进入乐坛
之前，韦斯特学的是艺术专业，成名后作
为设计师与阿迪达斯合作的“椰子鞋”给
他带来巨大财富——2019 年福布斯名人
富豪榜上，韦斯特以1.5亿美元的年收入位
列第三，仅次于泰勒·斯威夫特和凯莉·詹
娜。福布斯估计韦斯特的个人财富约为
13 亿美元，除了音乐和品牌收入，他还拥
有大量房地产。另外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
中，特朗普去年尚有 31 亿美元，但今年因
疫情损失超过 10 亿以上；而曾自称“国会
中最穷的人”的前副总统拜登，《纽约时
报》估计其资产只有千万美元，但目前民
调暂时领先于因疫情控制不利而备受指责
的特朗普。两位候选人暂未对韦斯特的参
选发表回应。

本报综合消息

来真的?美嘻哈巨星竞选总统

新华社旧金山7月 5日电（记者吴晓
凌）当地时间 5 日下午，两架飞机在美
国爱达荷州相撞，救援人员已找到两
名 遇 难 者 的 遗 体 ， 其 余 6 名 机 上 人 员

下落不明，但据推测已全部丧生。
爱达荷州库特内县警方说，两架飞机相撞

后坠入科达伦湖，救援人员已使用声呐确定了
飞机残骸在湖底的位置，打捞工作将持续数日。

美国联邦航空局对媒体说，该局和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此次事
故进行调查。两架飞机中一架为塞斯纳
206 轻型飞机，另一架型号尚待确认。

伊拉克官员5日说，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测
试新安装的防空系统当天，再次遭到火箭弹袭
击。火箭弹没有击中使馆，落在一座民宅附近，
炸伤一名儿童。

去年10月以来，美驻伊使馆和军事基地频繁遇
袭。按照法新社统计，遇袭次数接近40次。美方把
袭击归咎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要
求伊拉克政府加以管束，确保美方人员安全。

今年早些时候，美驻伊使馆安装“反火箭弹、
火炮和迫击炮”(C-RAM)系统。巴格达上空4日
响起一连串爆炸声。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官
员说，这是美国使馆在测试这一系统。

几个小时后，一枚火箭弹从巴格达市内的阿
里萨利赫地区射向美国使馆所在的“绿区”。伊
拉克军方5日说，火箭弹落在一家电视台附近的
一座民宅附近，导致一名儿童受伤。

暂不清楚美国使馆当晚是否动用 C-RAM
系统拦截火箭弹。美方尚未回应。

伊拉克军方说，军方当天还在乌姆阿宰姆地
区挫败一起针对塔季军事基地的袭击，查获一枚

“喀秋莎”火箭弹和发射器。
塔季基地位于巴格达以北，驻有美军和国际

联军。今年3月，塔季基地遭到多起火箭弹袭击，
造成2名美军和1名英军士兵死亡。

伊拉克军方6月底出动反恐精英部队，突袭什叶
派民兵武装“真主旅”总部，抓走14人。美军先前曾
空袭“真主旅”据点，以报复该武装袭击美驻伊设施。

伊拉克军方这次行动受到美方点名表扬。
不过几天后，被抓的14人，除一人外，全部获释。
社交媒体上还传出他们焚烧美国国旗、脚踩伊拉
克政府官员图片的“胜利姿态”。

对于美国使馆安装防空系统，伊拉克国内反
对声众。国民议会副议长哈桑·卡比4日批评美
方举动“具有挑衅意味”“令人无法接受”，可能危
及使馆附近的平民区。 新华社特稿

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军”消息人士5日说，
瓦提亚空军基地前一晚遭到“不明”战机空袭。
这处基地5月被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麾下武装收
复，土耳其方面希望将其设为土方军事基地。

瓦提亚空军基地附近城镇津坦的一名居民说，
前一晚听到从基地方向传来爆炸声。“国民军”消息
人士告诉路透社，不清楚何方发动这次空袭。控制
这一基地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没有回应。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麾下武装5月从“国民
军”手中夺回瓦提亚空军基地，此后在土耳其支
持下接连收复失地，将去年4月开始进攻首都的
黎波里的“国民军”逼退到现在位置。双方武装
目前在米苏拉塔和苏尔特之间地带对峙。

“国民军”今年1月占领苏尔特。这座地中海
沿岸城市位于的黎波里以东大约450公里处，有
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同时是通向利比亚东部

“石油新月带”的桥头堡，战略位置重要。
一名土耳其消息人士上月说，土方希望在利

比亚建立两处军事基地，正在与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商谈此事，其中一处正是瓦提亚空军基地。
按照路透社说法，瓦提亚空军基地是利比亚西部
地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土耳其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土国防部长胡
卢西·阿卡尔3日至4日访问的黎波里，与利比亚
民族团结政府人士会晤。

卡扎菲政权2011年被推翻后，利比亚东西两大
势力形成对峙局面。民族团结政府受联合国承认，获
土耳其、卡塔尔等国支持。“国民军”与国民代表大会
结盟，主要控制东部地区及南部产油区，获法国、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支持。
路透社报道，去年“国民军”进攻的黎波里期间，埃及
和阿联酋军方曾发动空袭协助“国民军”。

俄罗斯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原定6月14日
访问土耳其，与土方磋商利比亚等地区议题，但
是俄土当天早些时候宣布双方协商后决定推迟
这一行程。土耳其一名官员说，俄方访问延后与
围绕苏尔特的争夺有关。

法国方面上月指责土耳其在利比亚海域部
署舰船并违反联合国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决议，
法国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警告可能对土
方发起新的制裁。

埃及方面警告说，如果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试图在土耳其支持下夺取苏尔特，埃及军队可能
直接干预。 新华社特稿

新冠疫情今年春天导致美国中学校园
突然关闭。随后几周，美国高中生申请联邦
政府大学助学金的数量同比大幅下滑。

学校方面认为，这一现象缘于停课导致
升学顾问无法在线下指导学生，以及财务状
况受影响的家庭重新考虑是否让孩子接受
高等教育。

人数下滑敲警钟
美国高中生必须填写《联邦学生资助免

费申请表(FAFSA)》，才有资格申请联邦佩尔
奖学金和学生贷款。FAFSA同样是高中生
申领州政府助学金的必填项目。多项研究
显示，填写FAFSA的学生上大学几率更高，
获得助学金的学生更可能完成学业。

美联社6日发布分析报告显示，自3月
13日起4周内，填写FAFSA的高中生人数比
去年同期下降45%；其中，低收入家庭学生
比重较大的公立学校填写FAFSA的学生人
数下降幅度最大，达52%；其余公立学校下

降39%。
学校认为，疫情从多方面导致申请大学

助学金的高中生人数下滑。一是无法上学
导致学生与指导他们申请助学金的升学顾
问减少联系；二是无法上网的家庭填不了在
线申请表。另外，一些家庭受疫情冲击严
重，父母失业，学生被迫搁置上大学计划，选
择直接找工作。

教育官员对这一现象有所警觉，担心数
以千计高中生可能选择推迟或放弃读大学，
继而可能严重危及他们的就业前景和未来
收入。

俄勒冈州比弗顿一所中学校长戴维·尼
斯兰尼克说：“结果是孩子们直接成为劳动
力，高中后不再继续学习。”按照他的说法，
升学指导转到线上后，只有家庭经济较为宽
裕的学生申请大学助学金。

是否入学“不乐观”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者协会首席执行官

贾斯廷·德雷格说，经济衰退时期通常有“更
多人重返校园充电”，但这次情况“大为不
同”。他认为，疫情、失业潮以及隔离措施今
年可能再来一轮，“太多事情令人担忧”。

疫情暴发的时间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
受影响更深。分析人士说，家庭经济条件较
好的孩子通常在大学助学金申请周期之初
便提交表格；而相对贫困学生更可能等到3
月或4月，那时恰逢疫情迫使学校关门。

随着疫情蔓延，美国各州高中生申请大
学助学金的人数都比去年有所下滑。各州
政府及学校采取鼓励措施后，填表人数有所
回升，但整体仍低于去年。

肯塔基州教育官员正努力鼓励高中生
申请大学助学金，但对追平去年数字不抱太
大希望。肯塔基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阿
龙·汤普森认为，即使FAFSA填写人数回升
至去年水平，他对那些学生最终能否顺利进
入大学仍不乐观。 新华社特稿

疫情让美高中生延迟或放弃上大学疫情让美高中生延迟或放弃上大学？？

美国两架飞机相撞数人丧生

利比亚一军事基地遭利比亚一军事基地遭““不明不明””战机空袭战机空袭

美驻伊使馆才试防空美驻伊使馆才试防空
系统又遇火箭弹袭击系统又遇火箭弹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