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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川乐山一位老人在
公交车离站后强拦公交车头要上
车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11月
7日，乐山公交表示，公交车到站
上下乘客，是为广大乘客安全着
想，希望大家共同遵守。

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在
乐山中心城区竹公溪路段，一
辆 6 路公交车已离开站台，车头
处站着一位老人强行拦住公交
车要求上车，并与公交车司机
发生争执。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11月
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
到乐山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根据
车内监控视频显示，11月4日15
时40分左右，邓师傅驾驶6路公
交车到达竹公溪路口站，当时站
内没有乘客上车，在后门有三位
乘客下车，其中有一位行动不便
的婆婆，确认该婆婆安全下车后，
邓师傅将车开出站台。监控显示，
当公交车停靠站台上下客时，前
方远处有一位大爷朝公交车小跑
而来，但并未挥手示意。邓师傅也
未注意到这位大爷，邓师傅将车
开出距离站台10米左右时，大爷
突然挡在公交车车头，并将公交
车卡递给同行的一位小孩，强行
要求上车。

由于公交车已出站，邓师傅
在车内比划着给大爷解释，这里
不能上车，但大爷并未理睬。随后
邓师傅打开车门给大爷解释，但
大爷仍强行要求上车，并与邓师
傅发生争执，甚至直接坐到前门
的地板上。很多围观市民反复劝
说大爷应遵守规定，乘坐下一趟
车。最终，耽搁 5 分钟后，老人离
开现场，公交车重新上路行驶。

无独有偶。据该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11月5日，在乐山城区2
路公交车上，一位老大爷从公交
车后门上车，不慎被车门夹到，后
大爷及家属以需要解决问题为由
将公交车拦下20分钟。

对此，乐山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城区分公司经理刘震宇介绍
说，根据规定，为方便大家乘车和
保障乘客安全，公交车前门上客
后门下客，到站上下乘客，站台以
外不能上下乘客，过时不等候，过
站不下车，请大家理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记者7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日前结束了为期两
周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
开征求意见旨在广泛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更好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实施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既是此
次新一轮个税改革的一大亮点，同
时也是难点。根据新修改的个税法，
今后计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在
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扣除和“三险
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可享受子女
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
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
专项附加扣除。税法授权国务院确
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
和实施步骤，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备案。

在征求意见期间，不少业内人士
表达了对加强大病医疗支出的扣除
力度、细化住房贷款利息、继续教育

等专项附加扣除操作细则的期待。中
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杨志勇建议，对于大病医疗支出扣
除，应当允许纳税人扣除配偶的大病
医疗费用。

上海市财政局巡视员袁白薇认
为，从征求意见稿来看，在表述上还
可进一步明晰。比如住房贷款利息
专项附加扣除条款中，首套住房贷
款的概念要更加明确，包括首套住
房贷款是认房还是认贷，不同城市
首套房贷款如何定义等。

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介绍说，
围绕征求意见中社会公众对扣除范
围、标准、征收管理等方面提出的具
体意见，将更好地研究完善办法，让
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的红
利。同时，根据教育、住房、医疗、养
老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个税专项
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在执行过程中还
将进行动态调整。 （新华社）

自身安全受威胁时
大家都应该站出来

男子抱娃欲抓扯司机 全车人站起来阻拦

乘客：
11月5日下午6点过，四川巴中通江县6路公交车上，还未到站台

一男子就想下车，司机未停，男子与司机产生言语冲突，男子抱着小孩跑
到司机的驾驶室理论并想抓扯司机，后被前门的女乘客拦住，全车人员
见状站起来指责抱小孩的男乘客，司机见状靠站台停车，在全车人的指
责下，男乘客抱着孩子，一行人下车。

据了解，在公交站台不远处就有河沟，为了安全，全车人指责男子。
阻止男子的女乘客介绍，“他想要抓司机，我肯定会阻止他。”

对于这名公交车司机遇事后的处理，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司机处
置及时妥当。同车的女乘客还表示，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别人的安全，自
己不想当一名冷漠的乘客。

金沙江堰塞湖
排险方案初步确定

4台挖掘机、3台装载机边行进边开路全力赶往江滩
11月7日19时30分，金沙江“11·

03”山体滑坡堰塞湖灾害应急抢险
处置前线指挥部在甘孜州白玉县召
开新闻通气会，金沙江“11·03”山体
滑坡堰塞湖灾害应急抢险处置前线
指挥部副指挥长、甘孜州人民政府
副州长、白玉县委书记康光友介绍，
经国省专家慎重研判、商讨，已初步
确定排险方案，待报两省区和应急
管理部同意后，甘孜州将坚决执行
落实，组织好有关力量，全力做好堰

塞湖排险工作。通气会上获悉，已紧
急调运了10台挖掘机、4台装载机。
其中，已有4台挖掘机、3台装载机正
在则巴村采取边行进、边开路的方
法，全力以赴赶往江滩，余下机具也
正在积极调运。

截至目前，已紧急调集10台挖
掘机、4台装载机（目前，已有4台挖
掘机、3台装载机已到达则巴村）；
组织武警、特警、打火队员共计100
余人在堰塞体开展灾情监测和前

期处置准备工作。同时，州县已组
织机关干部、森警、民兵、武警、消
防等共1876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和
大型抢险机械348台、车辆137辆待
命，州县民政部门已储备帐篷2700
余 顶、被 盖 16508 床、棉 衣 裤 3900
件，全力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通讯、电力、气象、交通等部门应急
力量全面到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甘孜州白玉县报道

最新通报（截至7日11时）

美国中期选举国会参众两院投
票结果 6 日陆续出炉，两党各自欢
呼“重大胜利”。民主党时隔 8 年之
后重夺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而共和
党则巩固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美
国国会将再度进入“分裂”时代。

分析认为，此次中期选举令美国
政治重新洗牌，不过，“分裂国会”基
本符合选前民调预期，是美国政治典
型的民意“回摆”。民主党掌控众议
院，将对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构成牵
制。但特朗普已牢牢掌控共和党，在
共和党选民中民意基础牢固，因此

“特朗普主义”仍将在争议和震荡中
前行。少见的高投票率，显示驴象两
党充分动员各自“基本盘”，美国政治
以至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此次共
有逾 110 名女性当选国会议员，其
中28人系首次当选，这两个数字都
刷新了纪录。而这些女议员绝大多
数来自民主党。

此外，当天的中期选举还改选
了36个州长、三处海外属地的行政
长官和大部分州级立法机构等。

时隔8年
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
新闻台等媒体报道说，民主党获得
的席位将超过众议院多数党所需的
218席，时隔8年重新控制众议院；
共和党在印第安纳、密苏里等州夺
回国会参议院席位，进一步巩固了
参议院多数党地位。新一届国会将
于2019年初履职。民调显示，医保、
移民和经济是本次选举中最受关心
的三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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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国会”的结果
基本符合中期选举的历史定律

“分裂国会”的结果，基本符合

美国中期选举的历史定律。美国政
治生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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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评论

美国政治极化恐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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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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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堰塞湖坝前水位涨至2932.76米
距坝顶最低凹槽处约33.55米
1小时水位上涨0.26米
累计上涨39.42米
平均入库流量785立方米/秒
每天新增库容6782万立方米
蓄水量达到2.71亿立方米

11 月 5 日下午 6 点过，通
江县公交车司机张勇驾驶着6
路公交车行驶在路上。据同车
的乘客李女士回忆称，公交车
行驶到在卓越春天附近，一名
男子抱着孩子走到公交车后门
的位置，与男子同行的一男一
女也跟着往前，准备下车。当时
他们想下车，但司机张勇并没
有停车，说：“等一下，到前方几
百米公交站台停车。”

随后，“抱小孩的男子边走
边说，我就看站台在哪里？”李
女士说，这名男子语气中比较

生硬。后来，司机张勇又说了一
句：“话莫多”，男子气愤地回
道：“你话才不要多。”

李女士表示，说完这句话，
这名男子便抱着小孩从公交车
后门处，往司机张勇的驾驶室
冲，欲找司机麻烦。前门位置处
的女乘客见状，站起来将其拦
住。而抱孩子的男子还与车内
其他人理论起来。之后，司机张
勇便将车开到 6 路车站台停
下，打开了车门，但是抱孩子的
男子还在与张勇理论。

李女士说，抱孩子的男子

气势汹汹，想要去抓扯司机。全
车近 20 人都站起来说他（男
子），最后男子一行4人才下车。

李女士表示，男子一行人
都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而
自己坐在倒数第二排，所以整
个过程自己都看得很清楚。

同样阻止了男子的还有乘
客姚女士，她介绍，那名男子有
30岁左右样貌，“如果不是自己
阻止得快，有可能要打起来”。

事后，司机张勇表示，感谢
车上的乘客为自己解围，及时
制止了男子的冲动行为。

一男子抱着孩子要下车被拒 欲抓扯司机时被乘客拦住还未
到站

姚女士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当时情况下，那名
男子的做法让全车的人都感到
十分气愤。因为，司机在开车的
时候，乘客不要打扰司机，不然
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姚女士介绍，抱孩子的男
子在与司机争吵时，“与他一路
的女子还在男子背后说关我什
么事？”

后来，公交车司机靠站台
把车停下了，然而抱孩子的男

子还在同司机理论，这时，姚女
士便上前和男子说理与阻止。

姚女士回忆称，当时前方
道路不远处就有河沟，如果男
子抓扯了还在开车的司机，很
可能导致车辆方向不稳，从而
会发生事故。“很害怕会发生这
种事情，所以我站出来阻拦了
那名男子”。

姚女士还表示，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应该报警追究那名
男子的责任。

乘客李女士说：“当时车门
打开后，如果那名男子还不下
车，我肯定会报警，不过还好他
下车了。”

“那名男子下车前，摔了驾
驶位置一处东西。另外，还踢了
公交车驾驶位置的挡杆一脚。”
姚女士说：“就在他下车时候，
车上有人喊他滚。”

李女士表示，全车近20名
乘客都站起来指责男子，“连喊
带哄”让其下了车。

前方道路不远就有河沟 全车人“连喊带哄”让男子下车行驶
安全

据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司机张勇遇事之后，停车
处置比较及时，同车乘客反
应迅速一起及时制止了那名
男 子 抓 扯 公 交 车 司 机 的 行
为，表现出乘客的自我安全
意识很强。

姚女士表示，司机张勇做
得很对，停车前还对乘客做
了两次回复。“当时司机张勇
对我们说，‘我心中有数，哪

里有站’。”
姚女士还表示，“为了自己

和别人的安全，自己不想当一
名冷漠的乘客。”

李女士介绍，“3路站台和
6 路站台的距离差不多有 300
米，站台上下车，这是基本常
识，就因为要多走几百米，男子
就要找司机麻烦。”李女士表
示，那名男子太冲动了，抱着小
孩还冲上前去找司机动手。“幸

好男子及时下车，不然自己真
的报警。”

为了维护大家的共同利
益，李女士表示自己肯定不
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不管怎
么样，要以乘客的安全为重。

“当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时，
特别是还有一车的人，自己
不可能当一名冷漠的乘客。”
李女士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为了自身和别人的安全 不想当一名冷漠的乘客同车
乘客

乐山一公交已出站
大爷强拦公交要上车

驴象两党分占国会两院
中期选举凸显美国极化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国会选举每两
年举行。其中一次国会选举在两届总统选举之间举行，获
称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改选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参议院改选大
约三分之一，今年有35席面临改选。

从历史上看，中期选举一般不利于总统所属政党。自
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
选举中平均会失去32个众议院议席和两个参议院议席。

新闻背景/

美国
中期
选举

排列3第18304期全国销售14345694元。开奖号码：020。直
选全国中奖4377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3006注，单注奖
金346元。12841824.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04期全国销售10144660元。开奖号码：02041。
一等奖15注，单注奖金10万元。253344127.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8131期全国销售216536327元。开奖号码：12
14 21 32 33 02+11，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0注。二
等奖49注，单注奖金225327元，追加15注，单注奖金135196元。三等奖
519注，单注奖金7814元，追加219注，单注奖金4688元。6635339455.74
元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7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8131期全国开奖结果：12 30
26 16 25 09 13，特别号码：02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8304期开奖结果：34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体
彩

福
彩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结束征求意见

一名男子抱着小孩正和司机理论 视频截图

当事司机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