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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11月22日电
记者 刘亚南 杨士龙

美 国 2022 年 中 期 选 举 “ 账
单”再创新高，富豪们大手笔地拿
出政治捐款，花钱多的候选人获得
更多选票⋯⋯美国选举政治乱象日
益侵蚀着选民对美式民主的信心。

纽约州长期为民主党掌控，但
共和党候选人仍在纽约州一些选区
同民主党候选人鏖战。位于纽约市
以东的拿骚县就是民主、共和两党
在中期选举中激烈争夺的地区。当
地一些选民在中期选举投票后在投
票站外接受记者采访时，痛斥美式
民主积弊，表达对美式民主的失
望。

3 个月前刚从纽约市皇后区搬
到拿骚县的詹姆斯·甘斯基说，美

国现在正被通胀、移民、犯罪等问
题毁掉。当选者被亿万富豪的资金
控制，是亿万富翁让这些人当选。

56 岁的甘斯基在纽约皇后区
经营一家装修公司，他的疑惑是，
既然美国对政治捐款有限制，为什
么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政治捐款能超
过 1 亿美元？“索罗斯这种靠搞垮
别国金融体系牟利的投机者，捐钱
肯定是要回报的。这正是我们所担
心的。”

甘斯基直言，自己不担心有亿
万富翁当选，担心的是有人在当选
后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代言
人。

据跟踪美国竞选财务和游说数
据的非营利组织“公开的秘密”初
步统计结果显示，2022 年美国中
期选举费用高达 167 亿美元，成为

史上最贵的中期选举。从选举结果
看，花钱多的候选人大多获胜。

据“公开的秘密”披露，7 月
以来，中期选举系统的政治资金数
额大到“足以影响国会的政治主导
权”。美国十大亿万富翁在本次中
期选举中豪掷 5.4 亿美元，其中来
自索罗斯的捐款更是高达 1.28 亿美
元。

67 岁的选民保罗从南美洲国
家圭亚那移民美国，此前在航空航
天行业工作，现已退休。他叹息
说：“金钱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我
们看到的是，美国选举中的一切都
受到金钱驱动。”

拿 骚 县 选 民 博 比 今 年 才 19
岁，却已见过不少政治游说。他
说，自己更倾向把选票投给此前在
政治体系中没有经历的新人。博比

的母亲帕特里夏则直言不讳：“我
们不相信任何政客。”

在甘斯基看来，如何确保一个
动机纯洁、没有私利的人当政非常
重要。他自己不再期待中期选举后
的美国状况能有多大改变，因为民
主党和共和党来自“同一片不干净
的沼泽地”。

他说，以前是民主党选民把票
投给民主党，共和党选民把票投给
共和党。但在这次投票中，自己只
能无奈地从两党候选人中选择“不
那么坏的一个”，并不会把票投给
固定党派的候选人。

就在甘斯基接受记者采访时，
不少从投票站出来的选民驻足旁
听，不时为他的话鼓掌支持。

“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发声！”甘
斯基说。

困惑，无奈，失望
——美国选民眼中的中期选举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经
济参考报》 23 日刊发赵修知的文
章 《英国大幅收紧财政政策恐加剧
经济困境》。文章摘要如下：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日
前在议会公布秋季预算案时表示，
英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内提高税收
和减少财政支出。分析人士指出，
在英国经济前景黯淡的背景下大幅
收紧财政政策可能加剧衰退，民众
的生活成本危机也将持续。

这套“增加税收加上缩减支
出”的组合拳与上届特拉斯政府主
张大规模减税的预算案截然相反。
9 月底推出的预算案曾引发外界对
英国债务进一步扩大的担忧，导致
英镑对美元汇率暴跌、英国长期国
债收益率暴涨等一系列危机，并成

为特拉斯下台的直接原因。
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 17

日发布的最新预测报告，由于高通
胀和不断上升的利率令需求承压，
从 2022 年第三季度开始，英国经
济将进入持续一年多的衰退。

伦敦投资管理公司奎尔特公司
投资总监马库斯·布鲁克斯表示：

“市场最初对亨特的稳健表现反应良
好。但现在，他们认为亨特可能修
正过度，将扼杀目前的经济增长。”

英国智库全国经济与社会研究
所批评亨特的秋季预算案并没有为
危机中的英国民众提供足够的帮
助 。 该 智 库 认 为 ：“ 税 收 负 担 增
加、能源价格上涨，工资涨幅赶不
上通胀，这些因素将导致英国家庭
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英国大幅收紧财政政策
恐加剧经济困境
最新预测报告显示，从第三季度开始英国
经济将进入持续一年多的衰退

11月23日，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的一处爆炸现场调查。
据报道，耶路撒冷当日发生两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

人受伤。 （新华社发）

耶路撒冷发生爆炸

新华社柬埔寨暹粒11月23日
电 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 23 日
在柬埔寨暹粒举行，国务委员兼国
防部长魏凤和出席并发言。

魏凤和说，刚刚胜利召开的中
共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中国将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当前，世界和平与发
展面临重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
共 同 体 是 正 确 选 择 和 前 途 所 在 ，
各国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公道不
要霸道、要开放不要封闭、要互
利不要自利，共同塑造和维护兼
顾各方诉求、符合各方利益的区域
秩序。

魏凤和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
为世界增加稳定性、提供正能量。

中国的和平发展必将为全球共同发
展提供新机遇，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军队是和
平之师，愿同各国军队一道，继续
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中国不觊觎
他国利益，但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
意志坚如磐石，中国军队有信心、
有能力战胜一切来犯之敌。亚太地
区安全形势稳中有忧，各国防务部
门应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践行全球
安全倡议，坚持聚焦务实合作，携
手筑牢地区安全屏障。

会议讨论通过了 《东盟防长扩
大会关于增强团结合作，共建和谐
安全的联合宣言》。

会议期间，魏凤和分别会见美
国、越南、老挝、澳大利亚、新西
兰、韩国等国国防部长和俄罗斯国
防部副部长，就加强军队合作以及
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在柬埔寨举行

【紧接第 1版】 余姚更是充分汲取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精髓，
深挖阳明文化当代价值，推动阳
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滋养四
明大地。

走在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
商业街区，随处可见阳明文化的艺
术元素。“刚开业时，入驻的商户
还比较零散，发展至今，阳明古镇
的商业圈已经形成，运营氛围很
好，业绩也很稳定。”阳明古镇运
营方负责人如是说。

自去年开街以来，阳明古镇府
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的客流量已
超过 500万人次。今年夏季，单日
客流量在 1 万至 1.5 万人次，成了
网红打卡地，印证了余姚活化阳明
文化、激活新消费的文化自信。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余姚，看
到阳明故居已经修复得非常完善，
展览也做得非常详尽，街头巷尾有
很多阳明文化元素的体现，余姚在
传承弘扬阳明文化方面做得很不
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汉民
对余姚赞誉有加。朱汉民认为，余
姚除了要进一步深挖阳明文化的当
代价值外，还可以围绕阳明文化多
开展讲学、讲会等工作，“因为王
阳明的一大功绩就是把儒家思想传
播到民间社会，讲学、讲会能够拉
近文化与百姓的距离，提升百姓的
思想意识。”

在先贤思想的感召下，如今，
“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良好风尚
在余姚蔚然成风。

近年来，余姚涌现出了一批批
敬业奉献、敢于担当、追求卓越的
先进典型，产生了 438例“余姚好
人”、119例“宁波好人”、33例“浙
江好人”，13 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有 9人荣获“最美宁波人”称
号、4人荣获“浙江骄傲”称号。

润物无声风化于成。“阳明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通
过学习阳明心学，每个人稳住自
己内心的秩序，然后来稳住一个
社会的秩序。”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
馆长顾久说。他认为，对于现在
高速发展的社会来说，王阳明的思
想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它能够帮助
人们在纷繁复杂的浪潮中找到属于
自己的道路。

延续历史文脉，弘扬阳明文
化。余姚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以
这次大会为契机，余姚通过开展阳
明故里建设工程、心学圣地打造工
程、阳明文化弘扬工程、阳明文化
产业工程等四大工程，努力为打造
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样板注入强
大、持久、深远的文化力量，进一
步扩大阳明学影响力，打响阳明文
化品牌，彰显“阳明故里、心学圣
地”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