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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
上港打破恒大“垄断”
在第28轮与恒大队上演天王山之

战， 并以5比4取胜后， 上港队领先恒
大队达5分， 距离冠军只差1场平局。
与人和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上港
队主帅佩雷拉直言： “与恒大队的较
量已经结束， 本场比赛才是本赛季最
重要的一场。”

上港队全军受命、气势如虹，比赛
也像写好了剧本一样，没有发生意外。

上半场第19分钟， 艾哈迈多夫禁
区外破门， 为上港队首开纪录。 下半
场第46分钟， 上港队在对方禁区打出
配合， 武磊推射得分。 人和队随后在
第64分钟由迪奥普打入无伤大雅的1
球。

29场比赛积68分， 上港队得以提

前一轮登顶。 另外一场比赛， 士气在
上轮耗尽的恒大队以0比2不敌重庆
队， 以一场失利告别“8连冠”。

上港队夺冠的意义十分重大。
对上港队而言， 这是球队在中超

积累了6年后， 终于问鼎； 对中超联
赛来说， 本次上港队笑到最后， 一举
打破了恒大队对中超冠军长达7年的
垄断， 中超或将进入新的“战国时
代”。

27球
武磊刷新李金羽纪录
一记人群中的巧妙推射， 武磊将

本赛季的个人进球数改写为27球， 打
破了李金羽26粒的国内球员联赛进球
纪录。

同时， 本轮战罢， 武磊领先长春
亚泰队的伊格哈罗达到6球， 不出意
外， 他将“穿” 上中超本赛季的金
靴。 上赛季中超颁奖典礼上， 武磊的

恩师徐根宝说： “希望武磊把本土射
手王的本土两个字去掉。” 徐根宝的
期望即将在本赛季实现。

自2013赛季开始， 武磊就保持了
很高的进球效率， 连续5年夺得中超
本土最佳射手。 本赛季， 上港队技战
术更加成熟， 国内球员与外援也更加
默契， 外援浩克和奥斯卡不断为其
“输送炮弹”， 武磊终于迎来了爆发。

中超联赛的进球纪录是埃尔克森
2014赛季在恒大队创造的28球， 在本
赛季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 武磊有
机会继续改写历史。 此外， 武磊还有
一个更远一点的目标， 中国顶级联赛
第一射手。 本场比赛后， 武磊在中超
已经达到102球， 距离这一纪录保持
者李金羽只差17球。

武磊即将登顶今年的射手榜， 不
过今年的射手榜也有令人尴尬的地
方： 前15名中， 武磊是唯一的国内球
员。

中期选举投票率高

美多地选票告罄
机器罢工

美国国会6日中期选举显现罕见的高投票率，多
地投票站的投票机因不堪重负而“罢工”，选民不得
不在长队中等候多时。东北部马里兰州至少4个选区
的纸质选票用光。

今年中期选举， 马里兰州重新采用过去的投票
方式，选民在纸质选票上涂抹选项，由工作人员借助
机器扫描计票。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投票人数超出预
期，一些投票站纸质选票告罄。数以百计选民不得不
排队等待，一些选民最多等了3个小时。

路透社报道， 全美10多个州出现投票站推迟关
门的情况， 大多数原因是老旧的投票机发生故障。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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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象两党各有斩获
要拿下众议院， 民主党需要赢得218

个议席， 其中从共和党人手中夺回23席。
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7日凌
晨推测，尽管仍有一些议席尚未决出归属，
民主党已经“翻盘”至少24席，时隔八年重
新掌控众议院。路透社报道，民主党有望净
胜30多席。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首都华盛
顿一场庆祝胜利的集会上说：“美国明天将
迎来新的一天”。特朗普6日深夜打电话给
佩洛西，祝贺民主党。后者的发言人说，特
朗普接受佩洛西关于跨党派合作的呼吁。

尽管失去众议院， 特朗普依然在社交
媒体上写道：“今晚取得巨大成功。”按照他
的解释，重点是保住了参议院。

共和党不出意外地继续掌控参议院。
选举前，共和党占据过半的51席。初步计
票结果显示，共和党可能扩大这一优势。

州长选举 两党各有输赢
与国会中期选举同一天， 美国50个

州中36个州的州长得以改选。 按照路透
社的说法， 中期选举的焦点是谁能掌控国
会参众两院； 在州一级层面， 赢得州长职
位有助于共和、 民主两党就医保、 控枪等
议题支持或反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的州长选举备受关
注。 佛州塔拉哈西市市长吉勒姆6日晚承
认败选。 在佐治亚州， 如果44岁的民主
党人斯泰茜·艾布拉姆斯胜选， 将成为美
国首名女性非洲裔州长。

路透社分析， 上述两场州长选举的重
要性在于， 检验自由派民主党人能否凭借

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支持在相对保守
的美国南方州胜出。 政策主张相对温和的
民主党人以往多次在这些南方州失利。

在其他州， 密歇根、 堪萨斯两州州长
归属民主党人。 这两州在2016年总统选
举中都把选举人票投给特朗普。

美国《华尔街日报》 的杰拉德·塞布分
析， 如果民主党人能当选伊利诺伊、 俄亥
俄、 密歇根、 艾奥瓦和威斯康星五州州长，
将影响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选情。 上述
五个美国中西部州2016年倒向特朗普。

美联社报道， 在州一级层面， 共和党
在6日投票日以前有可观优势， 掌控99个
州立法机构中的三分之二和33个州的州
长职位； 全美25个州的州长和州议会两院
均由共和党人把持， 民主党只在8个州拥
有“三重” 权力。

共和、 民主两党不仅想赢得本次国会
中期选举， 还想为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争取
优势。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 2020年美国
人口普查后， 国会选区将重新划分， 而今
年当选的州长届时仍在位。 在部分州， 州
长有权调整选区版图， 继而影响国会选举
以至总统选举的结果。

女性屡创纪录
截至7日凌晨的计票显示，国会众议院

将迎来至少85名女议员， 刷新历史纪录。
另外，在地方层面的州长选举中，女性同样
有不俗战绩。

不少人注意到，这次国会中期选举中，
女性竞选人的数量大幅超过以往， 其中不
少女性在党内预选阶段击败白人男性对
手。 女性为竞选人捐款的数量和影响力不
容小觑，明显超过历届选举。

民主党籍候选人、 现年44岁的艾安
娜·普雷斯利成为马萨诸塞州第一位当选
联邦众议员的黑人女性。 她得知自己胜选
后说：“许多富有远见的勇敢女性挺身而
出，竞选公职。我极为荣幸，与她们一同列
入选票、 成为候选人， 一同出现在竞选舞
台。”

普雷斯利说：“诸位请听！我清楚知道，
我们不是为了青史留名而竞选， 我们是为
了促成变革而竞选。”

美联社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
60%选民认为国家正朝错误方向行进，
25%选民把医疗保险和移民事务列为本次

中期选举中的头号关注。
在佛罗里达州， 民主党籍女性候选人

唐娜·沙拉拉击败两名女性对手，当选联邦
众议员。沙拉拉说，三名女性争夺一个议席
的局面激动人心，“今年是女性之年。 女性
愿意挺身而出，这不容小觑，不管她们是共
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玛莎·布莱克本成为田纳西州第一位
当选联邦参议员的女性。

州长竞选中，44岁的斯泰茜·艾布拉
姆斯正在角逐佐治亚州州长一职。 如果她
胜选，将成为美国首名女性非洲裔州长。

美政治生态重新洗牌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中期选举令美国

政治重新洗牌。新的两党政治格局，特别是
“分裂国会”的出现，势必给特朗普政府带
来更多掣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说，这次选举投票率非常高，显示两党
基本盘的巩固和归位， 自由派选民表达对
特朗普的不满，保守派选民同样用选票“保
卫特朗普”。民主党能够夺回众院，主要赢
在大都市郊区，并且争取到女性、年轻人和
拉丁美洲裔选民支持。

在他看来，民主党在众议院优势不大，
相比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一举夺回64
席、1994年净胜50多席，今年没能形成“翻
盘浪潮”。 由于参议院只改选三分之一议
席，民主党压力更大。共和党在北达科他、
印第安纳等原本就偏保守的州卷土重来，
并不意外。

至于选举结果是否会影响两年后的总
统选举， 刁大明认为两者关系不大。2010
年、199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优势明显，时
任总统民主党籍的奥巴马、 克林顿依然较
为轻松地赢得连任。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
副主任王栋指出，尽管民主党夺回众议院，
两年前总统选举时“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民
粹主义和反全球化、 反移民等社会情绪还
在，美国政治和社会更保守、更封闭的倾向
并未改变，这会影响国家今后发展。民主党
难以扭转这一趋势， 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迎合。 （综合新华社11月7日电）

驴象两党分占国会两院

中期选举重塑美国政治格局
� � � �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6日投票，
民主党夺回众议院控制权， 共和
党守住参议院。 民主党掌控众议
院， 将对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构
成牵制。 驴象两党充分动员各自
“基本盘”， 美国政治以至社会两
极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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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或将
调整内外政策

这次中期选举可以说是对特朗普执政两年的一
次考试，也是对共和党执政的一次民意测验。

与先前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的情况相比， 可以
预期， 特朗普政府接下来的施政将受到民主党的更
多制衡，施政阻力将加大，收紧移民政策、放松金融
监管、 对富人更有利的减税等议程都可能遭遇民主
党阻击。尽管中期选举议题以内政为主，民主党掌控
众议院，也可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民主党掌控国会众议院后， 特朗普政府通过国
会拨款建造美墨边境墙的计划恐成泡影， 他在中期
选举选战期间承诺的针对中产阶层的第二波减税行
动也很难推进。 众议院民主党人还可能会要求特朗
普公开他的纳税单， 并可能针对他展开一些特定调
查。围绕特朗普团队的“通俄门”调查预计将重返媒
体头条，但不会轻易走向弹劾程序。

面对“分裂国会”的制衡，预期特朗普政府可能
将调整今后两年内政外交的优先事项及政策走向。
特朗普政府有可能进行重要人事改组， 同时将力推
移民体系重大改革以兑现中期选举的竞选承诺。

此外， 中期选举结果不太可能让特朗普改变风
格，其与美国主流媒体的口水战将持续，美国社会身
份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现象可能愈演愈烈，两党政
治极化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难以看到缓和迹象。

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再次显示美
国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程度之深，即保守派倾向于更
保守、自由派倾向于更自由。而且，这种极化有从精
英阶层向草根民众下沉的趋势，中间选民越来越少。
选举过后，党派争斗、“否决政治”恐怕会继续困扰华
盛顿的政治议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 � � � 11月6日，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厅内的投票站，一名选民填写选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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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世界锦标赛女子71公斤级

湘妹子张旺丽
轻松包揽三金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王亮 ）

举重世界锦标赛又传捷报。 北京时间11月
6日晚， 在土库曼斯坦进行的2018年举重
世界锦标赛女子71公斤级争夺中， 湘妹子
张旺丽发挥出色， 以抓举115公斤、 挺举
152公斤， 总成绩267公斤包揽该级别三
枚金牌， 并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两项新世界
纪录。

里约奥运会铜牌得主、 埃及选手艾哈
迈德以252公斤收获总成绩亚军，其总成绩
与张旺丽相差了15公斤。 国际举联官网评
价张旺丽表现：“她用6次成功的试举，把对
手远远甩在身后。”

张旺丽此前的级别是69公斤级，随着级
别调整，她转战71公斤级赛场，因为调整得
小，又一直在国家队备战，状态保持得很好。

比赛中，她抓举、挺举的开把重量分别
是110公斤和140公斤， 均领先其他选手。
试举中， 张旺丽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二次试
举后，就分别以113公斤和148公斤提前锁
定了冠军，但她没有满足，而是继续冲击，
最终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两项新世界纪
录。女子71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是抓举117公
斤、挺举147公斤和总成绩261公斤。

根据国际举联新划分的级别，71公斤
级并非奥运项目。 不过张旺丽六次试举全
部成功，并打破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展现了级别调整后的出色状态和潜力。张
旺丽赛后也霸气表示：“我来这里就是打破
世界纪录、赢得世界冠军的。”

此前， 我省选手谌利军拿到了男子67
公斤级的挺举和总成绩冠军。

全民运动会
太极拳总决赛完赛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
员 吴波）11月4日，首届“健康湖南”全民运
动会太极拳总决赛在株洲完赛， 来自全省
的15支代表队296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赛事由省人民政府主办， 省体育
局和株洲市人民政府承办。 有全省14个市
州和省直机关共15支代表队、296名运动员
参加，设规定项目、传统项目、集体项目等3
个大项。最终，常德、娄底、邵阳三个代表队
获得团体总分一等奖。

我省太极拳运动群众基础雄厚， 多次
在全国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首届“健康湖
南”全民运动会设太极拳项目，为全省太极
拳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

茶旅杯中外勇士对抗赛
17日安化举行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刘莎）记者6
日从“茶旅杯·中外勇士对抗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1月
17日，武林风名将赵崇阳、湘籍散打王李解将领衔8名中国
选手在安化云台山风景区迎接外国搏击名将的挑战。

李解是湖南本土选手，曾3次获得省散打比赛60公斤级
冠军，他将与一名巴西选手较量。李解接受采访表示，“最近
一直在备战，就等17日的比赛了。我已经看了对手的录像，
实力非常强，但在本土作战，我有充足的信心发挥实力，战
胜他。”

本次对抗赛的重头戏是赵崇阳与日本选手清水佑太郎
的对阵。赵崇阳是武林风新生代的优秀代表，曾击败ＷＢＣ
泰拳世界冠军阿郎猜、ＷＬＦ世界功夫王者埃尔南德斯等
搏击好手。 清水佑太郎曾获全日本格斗打击锦标赛轻中量
级冠军，与赵崇阳实力相当。

本次中外勇士对抗赛由安化县马路镇人民政府主办，
湖南云台山茶旅集团云上茶业有限公司承办。

2020年U23亚锦赛
预选赛抽签结果揭晓
中国队与马来西亚、老挝、菲律宾同组
据新华社吉隆坡11月7日电（记者 林昊）2020年U23亚

锦赛预选赛阶段的抽签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亚足联总部
举行。中国队分在东亚区J组，同组对手为马来西亚、老挝和
菲律宾队。

根据抽签规则，报名参加2020年U23亚锦赛的总共44
支球队分为西亚区和东亚区。其中西亚区包含来自西亚、南
亚和中亚的24支球队，分成6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东亚区
共20支球队，分为5个小组。比赛将于2019年3月22日至26日
举行。

预选赛11个小组的头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
将晋级2020年在泰国举行的决赛阶段比赛。

2020年U23亚锦赛的前三名将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
资格。由于日本队是东道主已经获得参赛资格，因此如果日
本队获得U23亚锦赛前三名，出线名额将顺延至第四名。

上港打破恒大七年垄断
� � � � 11月7日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9轮比赛中， 上海上港队以2比1击败北京人和队，
从而以29战积68分， 提前一轮获得中超冠军———

� � � �图为上海上港队球员在赛后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