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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回忆“冰川哥”

2014年，民主党总统奥巴
马，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
丢掉了参众两院，“跛脚鸭”

奥巴马被迫与国会共治，因此在之后经
常在参众两院被否决，令他在任期最后
两年推动立法议程的能力受限，直接影
响到他的执政能力。

2016 年，特朗普上台后原本掌握
参众两院，然而在美国中期选举时丢掉
众议院，但保住了参议院，因此，两党
之间恶斗不止，“只要你赞成的我就反
对，只要你反对的我就赞成”。这也让
政府多次停摆关门。

因此媒体称，拜登拿下参众两院，
将有望终结这些混乱。

更有媒体评价，就在两天前，在这
个决定性选情地——佐治亚州，爆出特
朗普丑闻。仅仅几个小时后，通过这里
选票的逆转，民主党夺下了佐治亚州，
夺下了参议院，这无疑对特朗普和共和
党来说是一次教训。

民主党获得了控制参议院的最关键
两个席位，不仅宣告了拜登团队大选的
最终胜利，也完成了对特朗普及共和党
的“致命一击”。

（萨仁）

拜登致命一击拜登致命一击

美国时间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遭
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另据英媒援引
NBC最新报道，已有人在国会大厦内遭枪
击后死亡。

与此同时，拜登完成了对特朗普的最后
也是“致命”的一击：基本拿下参议院。

而就在这样一个原本对美国来说，既
“有悬念”又“无悬念”的夜晚，美国首都华盛
顿接连传来突发消息。

华盛顿市长宣布宵禁。就在美国国会
门外，警察与抗议者爆发激烈冲突，数名抗
议者也已经闯进国会内部，甚至有人站在参
议院大厅宣布“特朗普胜利”。据最新消息，
警方已经持枪蹲守在议会门口保护议员们
的安全。

另据CNN刚刚报道，由于第二位共和党
人在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决选中败北，民主党
拿下美国参议院，一下子收下参众两院的拜
登，可谓给予特朗普“致命一击”。

而原本“没有悬念”的
一 件 事 ， 却 成 为 了 骚 乱 的

“导火索”：拜登胜选正式走
上流程 （美国当地时间1月6日，美国
国会参众两院将召开联席会议，正式
清点选举人票，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
结果，并宣布总统选举的正式结果。
作为参议院议长，彭斯将在6日主持国
会两院联席会议，监督选举人团投票
结果的认证程序）。

但最终却因彭斯拒绝特朗普施压
“阻止宣布拜登获胜”后导致的一系列
反应，让这一原本无悬念的时刻也变
得充满悬念。

先是特朗普在推特上评价彭斯
是：“没有勇气的人”。

与此同时，特朗普支持者挥舞着
印 有 支 持 特 朗 普 的 旗 帜 ， 高 喊 着

“特朗普胜利”的口号，不仅挤满了
国会大厦附近的建筑，甚至还闯进
了参议院。

这也令当时正在进行的国会两院
联席会议不得不中断。

随后，彭斯以及议员们被紧急转
移到安全地方。

媒体拍到一名抗议者爬上了参议
院正中间的议长席高声宣布“特朗普
胜利”。

另据报道，现场还发现了简易爆
炸装置，据称是抗议者所携带的。英
媒称，由于局面一时难以控制，警察
已动用催泪瓦斯，并告知国会议员们
戴上面罩。另据美媒报道，现场一名
女子在国会大厦内部中枪，目前伤势
严重。随后美媒证实该女子死亡。
CNN亦从多方消息了解到，数名警察
在抗议者暴力围攻下受伤，至少1人被
送往医院。抗议者表示，他们的目标
是“整晚占领国会大厦”。由于突然引
发的骚乱，目前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
休会，华盛顿市长紧急宣布：从六点
起，华盛顿宵禁。

此事发生后，特朗普的女儿伊万
卡发推特称：这些抗议者“都是爱国
者”！

暴乱期间，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
让抗议者保持平静，但并没有用。

之后，拜登呼吁特朗普发表电视
讲话，让他的抗议者停止围攻。

再之后，特朗普发表讲话，让抗
议者回家。

但CNN评价称，特朗普的这段讲
话可谓是“火上浇油”，因为他多次提
到“选举被偷窃”。

一位戴着面罩逃离的议员在推特
上发文：不会因为这个无法无天的威
胁而受到阻挠。

如果没有上述这一突发，美国大
选今天可谓才刚刚结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
于拜登团队而言，若要取得最
终的“狂胜”，这次大选除了要

让拜登在与特朗普的激烈角逐中胜出
外，还需要同时拿下众议院和参议院。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当
地时间1月3日，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
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再度当选美国众议
院议长，开启她在这个职位上的第四个
任期。

在当天举行的众议院议长选举
中，佩洛西以 216 对 209 票的微弱优
势，战胜了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

卡锡。
佩洛西现年 80 岁，在美国国会任

职已有 33 年，她也是美国迄今唯一一
位女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曾暗
示，如果再次当选众议院议长，这可能
是她的最后任期。

美国当地时间 1 月 3 日，第 117 届
美国国会正式宣誓就职。佩洛西向议
员们发表讲话称，他们“在非常艰难
的时期开启新一届国会”。在上届国会
通过一项经济救济法案后，她强调议
员们当前最紧迫的优先事项仍是战胜
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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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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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刚刚，民主党人乔恩·奥索
夫在美国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决选
中，战胜共和党人珀杜，夺下关键
一票，标志着民主党终于以 （50+
1） :50 的票数拿下参议院 （因为在
投票持平时，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
总统当选人民主党人哈里斯，将有
打破僵局的一票），这也是自 2014 年
以来民主党首次从共和党手中夺回
参议院。

美媒评价，这也是拜登和民主
党 给 予 特 朗 普 和 共 和 党 的 致 命 一
击。

这也让拜登在没上任之前，就
摆脱了“跛脚鸭”总统。这也标志
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民主党控制
了美国参众两院，进一步影响美国
乃至世界。

2009年，19岁的广安市邻水县人王相军外出务工
失联，8年后家人与他相认，此时他已是拥有百万粉丝的

“西藏冒险王”和“冰川哥”。2020年12月20日，他又失联
了，在西藏那曲探险时掉进冰川瀑布，至今没有音讯。

2018年春节，王相军从西藏回到老家，用赚来的
钱在广安邻水县城租了套房子，全家人一起过了个
年。他失联8年所发生的事，成了亲朋好友最关注的
话题。

在王相军母亲何帮琼的记忆里，王相军还是 19
岁的模样，而这个“男主播”，头发乱糟糟的，胡子老
长，看起来“至少有40多岁”——老两口都差点没认
出来。

“人这一辈子很短，要出去闯一闯，不然就没意义
了。”王相军告诉家人，8年里，他自从徒步爬上玉龙雪
山看到冰川后，就爱上了这种自然奇观。他用手机将
那些美景拍下来，打印成照片，摆地摊卖2元一张，很
快就被抢光了。2017年，他在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账
号，分享拍摄的冰川视频，4年“吸粉”180多万，“西藏
冒险王”“冰川哥”随之走红。

成为“网红”后，王相军在拍冰川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截至2020年12月，他已爬上中国西部70多条
冰川，拍摄了300余条冰川视频，记录它们如何融化
和消失。

截至目前，已有上百名救援人员前去搜寻。但王
东、何帮琼夫妇相信，儿子还活着。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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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月2日，一名24
岁的中国女留学生与39岁的澳大利亚女警凯莉·弗
斯特以及另外8人，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著名景区蓝山
峡谷进行短途旅行时，中国女留学生遭遇激流，从充
气浮床坠入河中被卷入漩涡，弗斯特跳入水中想进行
施救，随后也被卷走。

据目击者称，事发时，与中国女留学生同在一个
旅行团的休假警官、39岁的弗斯特见到女孩身陷漩涡
后，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想要进行营救，在场的其他
人则往水里抛绳子，希望将两人拉起来，但未能成功，
弗斯特和女孩都被卷入了漩涡中。

由于事发地极其偏僻，弗斯特的男友摩罗姆在事
发后穿越丛林求救，45分钟以后手机才有了信号，他
拨打了求救电话。

3日中午，当地搜救力量找到了两人的遗体，并动
用直升飞机将遗体运送出来。

据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代理局长马尔·兰永透
露，遇难的澳大利亚女警弗斯特，于2012年5月正式
成为当地一名警员。2016 年，她确诊乳癌后申请休
假，至最近康复才复职，事发当天，该名女警员在休
假。“弗斯特警官是一名备受同事尊敬和喜爱的警官，
她的离开对警局来说是损失。”马尔·兰永说。

当地官员称，弗斯特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牺牲，
这是令人永志不忘的真正英雄行为。

1月4日，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发文称，“日前，高级
警员凯莉·弗斯特和一名中国公民在蓝山峡谷漂流事件
中遇难，我们对此深感悲痛。我们对弗斯特警官努力营
救遇难中国公民的英勇行为表示钦佩。”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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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救落水中国女留学生澳女警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