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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麻烦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很可能成为民主
党在 2020 年大选的领跑者， 但最近他
遇到了一些麻烦。 几位女士公开批评拜
登与她们过于亲密， 有许多不必要的身
体接触。 但有人认为， 拜登不是有意去
侵犯女性， 过于亲昵只是老派人的正常
作风。 4 月 3 日， 拜登在推特上发表声
明： “社会规范正在发生变化。 政治对
我来说是建立联系， 但现在我会注意保
持距离。”

印度选举委员会如何运作
负责管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活动

随着印度步入“大选季”，印度选
举委员会这个肩负着组织与监督选举
重任的机构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据悉， 印度人民院选举是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选举， 预计将有9亿选民
参加。 时间紧，参与人数又多，那么选
举委员会如何开展选举呢？

印度选举委员会是专职负责选举
事务的常设委员会。 由首席选举专员
和由总统临时决定的选举专员组成。

首席选举专员和选举专员都由总统任
命。其中，首席选举专员负责委员会工
作，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和组织人民
院、邦议会、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事宜
和选民名单的编造。

是否有专门的工作团
队和充足人手？

印度选举委员会在首都新德里设
有专门的秘书处， 但这个秘书处的人

力并不足以开展选举工作， 特别是对于
辐射范围覆盖全印的人民院选举。据悉，

选举委员会秘书处在选举专员，总干事，

干事，高级首席秘书，首席秘书，次长，区
域官员等各级别共设有约400名工作人
员。 其中，选举专员，总干事与干事的人
选通常由公务员管理部门的专门代表团
任命， 其余级别工作人员则是选举委员
会的永久工作人员。

选举委员会总部的主要任务是对选
举进行监管。 包括选举筹备、 选民名单
审核以及投票计票等大量工作是在各选
区当地开展的， 这意味着委员会需要各
邦政府的协助 。 根据印度 《宪法 》 第
324款， 总统或一邦邦长有义务向选举
委员会开展选举工作提供所有必要的工
作人员。

在地方执行选举的机构通常包括由
高级政府官员担任的首席选举官， 地方
选举官，选举注册官，助理选举注册官等
构成。 在2014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包括
地方警察与中央准军事部队在内的近

1000万人参与到工作中。

对本次选举采取了多少
次监管行动？

根据《人民代表法令》，所有参与到
地方邦选举工作中的人员， 都应由选举
委员会指派， 并接受委员会的监管与约
束。举例来说，一名地方警察自选举日期
公布之日起至选举结束， 都要接受委员
会的监督与管理。在选举过程中，各邦首
席秘书， 内政秘书以及警察署长也都接
受选举委员会的监管与约束。

2000年，选举委员会与中央政府就
委员会对选举机构的监管范围达成一
致。具体包括：对任何玩忽职守的官员或
警务人员进行停职； 对相关官员或警务
人员进行调离，回归原单位，并向原单位
适当报告； 对不服从命令或玩忽职守人
员，向相关职能机构提出处理建议等。

自3月10日起， 除在西孟加拉邦调
离4名警官外，选举委员会还对一些重量
级人物采取了行动。比如，因违抗命令拒

绝调离情报总干事文卡特斯瓦拉等人
员， 安得拉邦首席秘书钱德拉被选举
委员会撤职；另一个案例是，贾坎德邦
警署副署长因被举报偏向性执法而被
调离至新德里的邦居民代表办公室。

此外， 选举委员会对执政党也有
着较强的约束。按照规定，自选举日期
公布之日起， 执政党不得再以颁布新
政策等影响民意的方式拉票， 但涉及
国家安全等议题的除外， 这也是为什
么印度总理莫迪在3月27日以国家安
全名义宣布反卫星导弹试验成功，反
对党国大党公开指责此举具有拉票嫌
疑， 选举委员会也对此表示惊讶的原
因。 首席选举专员阿罗拉要求对莫迪
的讲话内容认真分析， 最后选举委员
会在这个问题上对莫迪“网开一面”。

但是， 印人党通过宝莱坞推出的
电影 《总理莫迪》 则没那么幸运， 这
部原计划4月5日上映的电影自预告
片在 “youtube” 上发布起就有巨
大点击量。 但这部电影招致了国大党
的强烈抵制， 并要求将电影推迟至5

月19日选举投票后上映 。 国大党明
确表示： “这是一项政治手段， 我们
已经告知选举委员会， 不应允许这样
做。” 在选举委员会的干预下， 这部
电影延迟上映。

（本报新德里4月10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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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4 月 15 日

黑人母亲的生活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母亲， 她们
养育孩子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恐惧。

近年来， 数十位黑人父母不得不站到摄
像机前发声， 他们的孩子因警察的暴力
执法而被杀害 。 黑人父母最深切的忧
虑， 莫过于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而特
朗普的执政， 使这种威胁更为严重。

《经济学人》 4 月 6 日

重新设计生命

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代表了人类与
地球生物互动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这
种 “合成生物学” 意味着基因就像文字
处理器中的文本一样， 能够从头开始编
写并 “复制粘贴”。 未来， 人们可能制
造出猩猩附身般的大力士， 也可能制造
出没有悲伤的人。

一周封面

拉胡尔，最强大的挑战者
两位女性候选人率领的政党可能成关键少数

4月9日，《印度时报》以“命运之子

还是徒有其表” 为题介绍国大党主席

拉胡尔·甘地。这位出身于印度著名政

治家族的48岁政客， 自其从政伊始便

被贴上“王公子弟”标签。目前，拉胡尔

正向总理宝座发起最后冲刺， 是莫迪

的最大挑战者。

此外， 印度政坛从不是男性的天

下， 在本届大选中两位女性候选人格

外耀眼。

一位是曾任印度铁道部长、 现任

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的马马塔·班纳

吉，她现年64岁，是孟加拉裔的印度政

治家， 同时也是批判莫迪政府最激烈

的候选人之一。

另外一名则是拥有“达利特女王”

（达利特意为贱民）之称的北方邦大众

社会党主席马亚瓦蒂。她出身“贫贱”，

但凭借自己努力成为政坛领袖。

历经挫折，拉胡尔走向成熟

拉胡尔的父亲是印度前总理拉吉

夫·甘地， 母亲则是国大党前主席索尼

娅·甘地，拉胡尔本人是剑桥大学三一学

院毕业生， 曾在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工

作， 随后又在孟买创立一家技术外包公

司。 很显然，从政并非拉胡尔的首选。 但

在母亲索尼娅·甘地以及前总理曼莫汉·

辛格的压力下，拉胡尔于2017年12月4日

提交国大党主席的提名申请， 并于同年

12月11日正式上任。

此前 ， 拉胡尔的从政生涯并不顺

畅。 相较于2009年国大党在其母带领下

赢得206席， 国大党在拉胡尔的率领下

在2014年选举中仅获得44席。

不过，2018年12月是一个重要转折

点， 拉胡尔率领的国大党一举拿下拉贾

斯坦邦、 中央邦以及恰蒂斯格尔邦的地

方议会选举， 对莫迪率领的印人党造成

重创， 这也让拉胡尔在公众面前突然成

为“严肃的竞争者”。

事实上，在2014年大选严重失利后，

拉胡尔在党内元老支持下大有卧薪尝

胆、谋求振兴的劲头。他一改过去给外界

“不善表达”与“无心政治”的印象，剃去

络腮胡，屡屡通过约470万粉丝的推特账

户针砭时弊， 对执政党的政策施以集幽

默与辛辣于一体的批判。 不善演讲的他

也开始频频在公开场合口若悬河。

去年7月20日，在人民院针对莫迪不

信任动议的一次长达12小时的辩论中，

拉胡尔结束在台上对莫迪的猛轰后，下

场给了莫迪一个“熊抱”，此举极大改变

了拉胡尔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如今， 拉胡尔宣布如国大党能够胜

出，将确保穷人享受最低收入保障，也再

不会有人挨饿与受穷。 对于这位华丽转

型的政坛新星， 印度选民是否给他一个

带领国大党重新执掌国家的机会， 一个

月后将揭晓。

女性候选人实力不容小觑

印度前铁道部长、 现西孟加拉邦

首席部长马马塔·班纳吉是“草根国大

党”主席，一直寻求在印度打造一个反

莫迪政党联盟。在近期的竞选活动中，

班纳吉公开称莫迪是 “法西斯分子”，

并质问：“莫迪先生， 你在过去五年做

了什么？ 你在恐吓人民，掠夺国家。 你

许诺提高就业却创下了过去45年来的

最高失业率。”她还呼吁选民通过投票

让莫迪远离权力。

马亚瓦蒂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

低种姓首席部长， 她的从政生涯充满

了赞扬与批评。 她在代表党派筹资方

面受到广为称赞， 但也因贪腐饱受批

评。不久前，马亚瓦蒂领导的大众社会

党与亚达夫率领的社会党宣布结盟，

如此二者拥有北方邦80个人民院议席

中的50至55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联

盟并未邀请国大党加入。 马亚瓦蒂还

表示：“印度需要这个联盟来对抗印人

党，我们要将印人党扫出北方邦。 ”

如此一来， 如在选举中形成国大

党与印人党均得不到半数以上席位的

“悬浮议会”时，那么马亚瓦蒂的联盟

将举足轻重。

（本报新德里4月10日专电）

在戈兰高地当回“战地记者”
到以色列旅游， 特意要求去戈兰高

地。 从酒店到戈兰高地的本塔尔山有两

个多小时的车程。 路途中，我问导游，以

色列安全吗？有恐怖袭击发生吗？华裔导

游自豪地说，以色列安全。

上世纪70年代， 女强人梅厄夫人出

任总理，推行“以恐怖反恐怖” 的方针，

对任何杀害以色列国民的行为以牙还

牙。凡有恐怖事件发生，不论凶手逃到何

处， 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总能找到凶

手，格杀勿论。不止如此，凶手的上级、下

线、后援也都统统清除。2004年为清除哈

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摩萨德发射了3枚导

弹，将亚辛炸得粉身碎骨。

戈兰高地面积有1800平方公里，其

中1200平方公里在以色列控制下， 叙利

亚控制了600平方公里。历史上戈兰高地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它是中东地区

的 “水塔 ”，每年年降水量约500-800毫

米，高地上还有大大小小16个湖泊，以色

列40%的水源来自这个地区。 戈兰高地

先后被亚摩利人、阿兰人、亚述人、巴比

伦人及波斯人占领过， 古代以色列人在

戈兰高地生活的遗迹最迟到公元749年，

那一年发生大地震， 在戈兰高地上居住

的人全部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戈兰高地隶属

于法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1941年独立

后的叙利亚拥有戈兰高地主权 。 直至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 以色列在

占领埃及西奈半岛、 约旦河西岸和耶路

撒冷后， 占领戈兰高地。 叙利亚撤走守

军，大部分叙居民纷纷逃离戈兰高地。

本塔尔山山顶有联合国停火观察员

的哨所。远处是白雪皑皑的黑蒙山，山下

一马平川。 一条公路把以色列和叙利亚

隔开， 一边是蔚蓝色的加利利湖和绿树

环绕的犹太人定居点， 一边是叙利亚平

坦的土地。 站在山顶真切感受到戈兰高

地对以色列和叙利亚的重要性： 控制了

高地就能对以色列的生命之湖———加利

利湖造成威胁。高地上竖着一块牌子，写

着从本塔尔山向北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

革只有60公里， 向南至耶路撒冷155公

里，向东到约旦首都也仅135公里。

导游指着下面的土地说， 第四次中

东战争中， 叙以两国近1000辆坦克就在

这里血战！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犹太

教赎罪日，一个不工作、不喝酒，甚至不

吃饭不喝水的日子，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

发。埃及要从以色列手中收复西奈半岛，

叙利亚要收复戈兰高地。 叙利亚军队在

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 出动了800辆苏

T?55和T－62主战坦克。 而以色列在戈兰

高地只有170辆坦克和60门火炮，但凭借

着战前修筑的长500公里宽6米深9米的

“戈兰壕”， 以色列成功阻挡了叙利亚军

队的猛烈进攻。 以色列第七装甲旅以一

个旅的兵力，不足100辆坦克，阻挡叙利

亚一个机械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700辆

坦克的进攻。 惨烈的战争在高地下持续

了4天，至10日中午，叙利亚700多辆坦克

被摧毁和俘虏，3500多名士兵阵亡，叙军

被迫退回开战前的边界。 以色列坦克全

部被摧毁，700多名军官和士兵战死。 坦

克战规模之大和死伤之惨烈为二战后所

罕见，所以这一带被史家称为“眼泪谷”。

本塔尔山如今是以色列著名的旅游

景点。山上依旧有战争痕迹：通向山里的

坑道， 石头垒的掩蔽体和纵横交叉的战

壕。战壕里散站一些钢板做的以色列“士

兵”，或持枪瞄准前方，或盯着潜望镜。当

了30多年记者编辑的我，到过不少工厂，

去过不少乡村，还是第一次上战场。虽然

没有硝烟，我还是跳到战壕，像举机关枪

一样端着相机，装模作样，让朋友帮忙拍

了几张“战地记者”造型的照片。

突然，“轰”，闷雷一样的声音。 导游

说：“炮声，叙利亚境内的。 ”游客们照样

嘻嘻哈哈， 争着与观察哨里两位联合国

士兵合影，他俩也十分乐意，吹着口哨听

凭摆布。

山路两侧， 艺术家们用废弃的坦克

打造了许多铁皮雕塑：恐龙、蚂蚱、蝴蝶、

蜜蜂、兔子、尖鼻子的卡通人物……戈兰

高地已经30多年没有战争了， 但战争的

阴影始终笼罩着这片土地， 阿以冲突的

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前，3月25日，

特朗普签署公告， 宣布美国正式承认以

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下一步局

势将会如何演变？ 人们拭目以待。

《纽约客》 4 月 15 日

资深棒球迷

马克·厄里克森为 《纽约客》 封面
画画已有 20 余载。 本周， 他又回到了
自己最熟悉的创作领域———棒球赛。 在
旧金山湾区长大的马克， 8 岁那年疯狂
爱上了棒球， 他会去烛台球场观赛， 或
在家收听广播。 在看报时， 他会用记号
笔草草画出球员们的轮廓。 众所周知，

他是洛杉矶巨人队的铁杆球迷。

行走世界

■五 谷

这次，莫迪还能有5年的机会吗
印度议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 昔日经济明星未能实现上次竞选承诺

4月11日，印度议会人民院选举正

式拉开帷幕。按照印度选举委员会3月

11日公布的选举流程， 整个投票过程

将持续到5月19日， 并将于5月23日正

式开始计票。

整个投票过程共分为7个阶段，分

别为4月11日，18日，23日，29日，以及5

月6日，12日与19日。

本届印度人民院选举将创下两项

“世界之最”：其一，它是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选举活动，预计将有9亿选民参与

投票。 其二，公开数据显示，本届选举

耗资预计70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成本

最高的一次选举。

据悉，在2014年的人民院选举中，

印人党在全国各选区的543个席位中

独得282席，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以334席的绝对优势击败由国大党领

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所以，在本

届选举中， 谋求绝对多数实现单一政

党执政将是印人党的首要目标。 如遭

遇反对党强势冲击而出现“悬浮议会”

的局面， 联合一个小党派进而占据人

民院多数席位则是印人党的底线。

同时反对党国大党则秉持着一种

破釜沉舟与开放的合作心态———只要

能击败印人党， 国大党似乎并不在乎

在这届选举中自己的候选人能否出任

总理。因而也曾有印度分析人士指出，

本届选举中国大党的核心诉求并非单

一组阁建立政府， 而是中止印人党连

续单一政党执政， 待下一次选举中国

大党羽翼丰满再寻求强势回归。

为实现各自目的，印人党，国大党

以及一些举足轻重的重要地方党派使

出浑身解数，谋求更大的民意支持。

对于印人党而言， 主要竞选策略

是梳理在总理莫迪的带领下， 印度过

去5年内各领域的发展成就。而对于由

年仅48岁的新任党魁拉胡尔·甘地领

导的国大党而言， 在力争为莫迪政府

过去5年的政绩“找茬”的同时，向选民

勾勒未来发展蓝图则是重点。

此外，北方邦的政党，如“大众社

会党”与社会党，则是力争尽可能依托

“票仓” 北方邦争取更多人民院席位，

实现选举中的“四两拨千斤”，从地方

走向中央。

在2014年的大选中， 依托在古吉

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期间取得的瞩目

政绩， 莫迪以耀眼政治新星姿态一举

问鼎印度政治塔尖。在莫迪治下，古吉

拉特邦曾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印

度的广东”。莫迪在古邦执政期间高度

强调“小政府”，提倡私有化和市场化，

放松经济管制。同时，大力推进农业与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这均成为莫迪能

够在大选中脱颖而出的“王牌”。

反观过去5年，莫迪执政印度的风

格与在古邦强调“小政府”的风格发生

巨大转变。他倡导中央政府行政的“高

度中心化”。 在这种思维下，莫迪首先

以“反腐与反恐怖主义”的名义在2016

年11月8日推出了“废钞法案”。一夜之

间在市面流通的所有500与1000卢比

面值的钞票成为废纸， 大量小型企业

的运作陷入瘫痪， 加之在2017年国际

油价开始反弹，印度GDP增速放缓，石

油红利不再，印度经济遭遇巨大压力，

短期内印度失业人数达数百万。 来自

央行等核心政府部门及民间的斥责声

不断。 时任央行行长的著名经济学家

拉詹甚至公开表示自己作为央行行长

竟是最后一个知道“废钞”法令的人。

在这样负面的舆论背景下， 莫迪

出于印度长远经济发展考虑， 于2017

年3月推出了旨在统一国内税制的《商

品服务税法案》，彻底捋顺了中央与地

税制度，进而营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

然而， 这项法案却因短期内给经济带

来的阵痛而饱受诟病， 加之失业率居

高不下， 昔日莫迪手中的这张经济王

牌成为了自己在大选中的短板。

在竞选拉票阶段， 莫迪可谓 “花

样 ”百出 ，先是在3月27日以 “国家安

全” 名义通过电视讲话宣布印度成功

试射反卫星导弹成为世界太空强国。

之后， 印人党还谋求通过在4月5日上

映宝莱坞电影《总理莫迪》实现拉票宣

传， 但在国大党公开投诉后被选举委

员会勒令推迟至5月19日投票结束后上

映。 近日还有报道称，莫迪给5名卫生工

人公开洗脚“作秀”，却遭到卫生工人喊

话：别给我们洗脚，给我们工作和薪水。

为弥补经济领域短板， 莫迪4月8日

还在新德里发表声明承诺，将投入100万

亿卢比用于基建，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

民众生活水平。 同时还重申到2022年使

农民收入翻番的承诺。8日公布的印人党

竞选宣言明确提出，要建设“新印度”，打

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 在2030年以前

将印度建设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GDP在2025年以前超过5万亿美元，2032

年以前超过10万亿美元。

但国大党对此嗤之以鼻， 批评莫迪

没有兑现2014年竞选中许下的每年创

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的承诺。 面对莫

迪在本次大选中再度许下的经济发展

承诺， 印度选民是否会再度给他一个

五年？ （本报新德里4月10日专电）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印度反对党成立“反莫迪联盟”，其领导人包括：拉胡尔的母亲索尼娅·甘地（左三）、马亚瓦蒂（左四）、班纳吉（左五）以及拉胡尔（左六）。 视觉中国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本报驻新德里记者 章华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