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美国民主和共和
两党阵营纷纷谴责“政治暴力”，但美国国
内政治生态持续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两
党内部、两党之间乃至美国社会在许多政
治和社会议题上都极度分化。

旅美学者游天龙认为，这一系列可疑
包裹事件的时间和对象太有针对性——
距中期选举不足两周，威胁对象主要是民
主党要员及自由派媒体，因此无论调查结
果如何，自由派都会归咎于保守派以及特
朗普阵营煽动针对政治对手和媒体的暴
力；而保守派会指责这是自由派自导自
演、试图拉票的伎俩。

游天龙说，预计可疑包裹事件破案不
会太快，对中期选举结果的实质影响还有
待观察，但可能对共和党及民主党双方都
起到进一步刺激选票的作用。

遭可疑包裹威胁的索罗斯的儿子亚
历山大撰文说，这一连串的未遂爆炸事
件，是党派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的结果。《纽
约时报》表示，事件将威胁美国政治生态。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选举向来有“十月
惊奇”之说，这一系列可疑包裹事件立即令

“政治暴力”成为新的尖锐话题，背后凸显
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严重分裂，对选情的
影响还有待观察。

10月最后一周还会出现什么“惊奇”
尚难预料，中期选举前景也仍存变数。唯
一清晰的是，众口难“合”，美国政治极化
与社会分裂更加昭然。

美国选举
“十月惊奇”

政治生态持续恶化
可疑包裹频现

对中期选举影响难料

观察观察

这一系列可疑包裹事
件立即令“政治暴力”成为新的
尖锐话题，背后凸显美国政治
极化和社会严重分裂。索罗斯
的儿子撰文说,这是党派政治
环境日益恶化的结果。

中期选举如一面镜子，映
射出美国社会撕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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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执法人员24日连续截获多个含简易爆炸装置的可
疑包裹，收件人均为民主党要员或亲近民主党人士。距11月
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两周，这一事件触发民主党人对共和党籍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批评。截至24日，没有包裹爆炸，没有
人受伤，没有个人或组织承认制造这一事件。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一个联合调查组“将
继续致力于找出并抓捕寄件人”。纽约州州长科莫说，向政经
界人士邮寄可疑包裹这种“恐怖行为”的目的是引发恐惧，不
排除今后还有其他机构或个人收到可疑包裹，警方已向重点
机构和人员发出提醒。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可疑包裹主要针对民主党政经界要
员以及自由派机构。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可疑包裹袭击事件
凸显了美国政治严重分裂。

无包裹爆炸 无人受伤
尚无个人或组织“认领”此事件

警方声明，第一个包裹22日出现在投资家乔治·索罗斯
在纽约州住处的邮箱内，包含制作粗糙的管状炸弹。索罗斯
是民主党最大捐款人之一，当时不在家。

23日晚间至24日凌晨，美国特工处分别截获寄往前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住宅的可疑包
裹，同样包含爆炸装置。

24日白天，警方和邮局方面拦下更多可疑包裹，收件人
包括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玛克
辛·沃特斯、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布伦南。

寄件人打印寄件和收件地址，而非手写。多家媒体报道，
至少5个包裹注明寄件人地址是民主党人、佛罗里达州联邦
众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茨的一个办公室。没有证据显示舒
尔茨办公室寄出包裹。由于收件人地址有误，寄给霍尔德的
包裹退回舒尔茨办公室；舒尔茨的另一个办公室同样收到可
疑包裹。寄给布伦南的包裹注明收件人地址为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纽约办事处。布伦南多次出任这家自由派媒体
的节目嘉宾。

纽约市警察局分管情报和反恐的副局长约翰·米勒在记
者会上说，包裹可能来自同一个人或同一伙人，警方正在追
查是否有更多可疑包裹。

截至24日，没有包裹爆炸，没有人受伤，没有个人或组
织承认制造这一事件。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一个联合调查组“将
继续致力于找出并抓捕寄件人”。

美国政治极化加剧
加重中期选举投票日前紧张氛围

路透社报道，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可疑包裹事件加
重11月6日国会中期选举投票日前的紧张氛围。

媒体梳理发现，遭截获包裹的收件人均为特朗普的批评者
或与他不合，是民主党重量级人士，或者与民主党关系密切。

特朗普24日告诉媒体记者，可疑包裹事件让他“生气”
和“沮丧”，誓言“追查到底”。他呼吁：“我们必须团结……发
出一个明确、强烈和不容误解的信号，即美国不容许任何形
式的政治暴力或恐吓。”

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呼吁“团结”的言论较为少见。只
是，民主党人不买账。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特朗普的话“听似虚伪”，
因为这名共和党籍总统过去多次纵容政治暴力。舒默和众议院
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次又一次，特朗
普用语言和行动纵容人身伤害及分裂美国人的行为。”

距11月6日的投票日还有两周，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进入
最后冲刺，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阵营加大造势和拉票力度。美
国总统特朗普、前总统奥巴马等人抓紧助选。

分析人士指出，中期选举往往被视为对现任总统执政的一
次“中考”，更因关乎美国下阶段政治格局而备受瞩目。今年中
期选举一大看点在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共和党掌控国会两
院会否产生“钟摆效应”，令民主党夺回众议院。

冲刺
两党高层人士或代表人物亲自出马拉票

竞选集会、公众演说、竞选广告……两周倒计时之际，两党
阵营为中期选举发起最后冲刺，党内高层人士或代表人物更是
亲自出马拉票。

过去的一周，特朗普先后前往蒙大拿州、亚利桑那州、内华
达州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还通过社交媒体抓紧助选。民主党
阵营的前任总统奥巴马、前副总统拜登、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顿近日也频繁现身竞选活动。

22日，特朗普在休斯敦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助选，称对方为自己好友。两人曾在2016年争夺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提名时互斥对方为骗子。

同一天，奥巴马在拉斯维加斯出席竞选集会时说，对他而
言，今年中期选举甚至比他本人参加的两次总统选举还要重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最新联合民调结果显
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注册选民对中期选举表现出浓厚兴趣。
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14日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所获民意支持率高于共和党。如
果想在435席的众议院成为多数，民主党需要夺回至少23席。

变数
众议院控制权 两党最终胜负的变数犹存

众议院此次要全部改选435个席位，共和党和民主党目前
分别手握235席和193席，另有7席空缺，此次两党中的一党须
拿下至少218席才能夺得众议院控制权。据美国选情分析网站

“库克政治报告”分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稳固席位分别有145
席和183席，双方可能拿下的分别有26席和11席，余下70席属
于难分上下。这意味着，最终胜负的变数犹存。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进一步加
重，近期围绕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的斗争更成为“点燃”双
方支持者的导火索之一。在中期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后，两党核
心策略都是继续在关键议题上激发支持者的投票热情。

共和党阵营日前再拿移民问题大做文章。特朗普20日在
竞选集会上借非法移民问题抨击民主党，22日又以非法移民为
由威胁减少对中美洲三国援助。鉴于特朗普上台后一直推动废
除前任奥巴马政府通过的“平价医保案”（俗称“奥巴马医改”），
民主党阵营采取将医保法案与中期选举挂钩的策略，希望借机
吸引铁杆选民及医保“刚需”人群。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优先”深刻影响美国社会，中期选举
如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社会撕裂的现状。美国在经贸、外交、军
事、移民等诸多领域大幅调整政策立场，也给国际社会带来震
荡，今年以来的竞选政治周期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振幅。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本是合作关系，严俊贤（化名）却和他委
托的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打官司打到翻脸。
在委托案件以法院根据双方和解协议制作
民事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后，双方为是否要支
付6万元的“胜诉”奖金争执不下，甚至闹上
了法庭。

10月8日，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
审判决，认定不应依据调解的最终结果而认
定当事人的“胜诉”或“败诉”，对律所要求6
万元奖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签下6万“胜诉奖金条款”
结案后被委托律所告上法庭

2017年7月5日，因不满法院对自己所
涉一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一审判决，严俊贤
与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
理合同，委托该律所代理该案二审上诉的
相关事宜。

按照当时签订的合同，该案的争议标的
额为90万元，双方据此协商约定，律师服务
费为62000元。严俊贤需先预付30000元，并
将余款在结案（二审判决书送达）后支付。

此外，在这份委托代理合同中还记载了
一条特别的约定——“胜诉奖金条款”，规定

“如胜诉，严俊贤另行支付奖金陆万元，如败
诉，继续代理申诉。”

但在二审过程中，还未等法院作出判
决，严俊贤就与该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另一方
袁浒（化名）于2017年10月30日自行达成了
一份《和解协议》，并请求法院予以确认。

在《和解协议》中，明确载明了两方经济
往来的结算方式和协商条件，并约定在协议
履行后，双方之间因过去经济往来所产生的
权利义务一并结清。二审法院眉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据此作出了（2017）川14民终1033号
民事调解书。

眼看这一场民间借贷官司打完了，另一
场因胜诉奖金而起的纷争却又开始了，严俊
贤与新念律所就该案的处理结果是否属于

《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胜诉”产生了争
议。随后，因严俊贤未支付6万元“胜诉奖
金”，新念律所将其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不支持律所主张
调解结案不应认定为“胜诉”

到底什么叫“胜诉”？双方各执一词，争
执不下。

新念律师事务所认为，所谓“胜诉”，是
案件经过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对诉讼请求
或上诉请求所作出的处理有利于案件当事
人。但在严俊贤一方看来，“胜诉”应当是由
人民法院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确
信，从而形成对当事人诉讼请求有利的判决
结果。而调解是双方相互协调和退让的结
果，不应认定为胜诉。

一审法院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认为，
民事调解书所载明的结果并不符合胜诉的
一般解释。胜诉一般是指民事诉讼中一方当
事人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和解协议是
双方在各自基础上适当让步达成的，民事调
解书仅是对和解协议的确认，其并不属于胜
诉的一般解释。

其次，由于双方在签订代理合同时并未
明确约定胜诉所包含的范围，且所签订的代
理合同是由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在胜诉存
在多种解释时，应当作出对格式条款提供方
不利的解释。故案涉合同所约定胜诉二字不
宜做扩大解释。

法院还认为，在案涉标的额为90万元，
严俊贤已支付二审律师费62000元的情况
下，再要求其支付6万元奖励金，不符合合同
法公平原则。新念律所也并未提供自己做了
相应工作以至于达成和解的相关证据。最
终，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新念律所要求严
俊贤支付奖金6万元的主张。

一审判决后，新念律所向眉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二审中，眉山中院认为，
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经人民法院依法审查
确认后调解结案，应属于当事人双方对相应
实体权利的自行处分，不应依据调解最终结
果而认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该案中“胜诉”
或“败诉”。此外，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考量，条
款中涉及“败诉，继续代理申诉”的内容，亦
能够反映双方之间关于“胜败”的约定，是在
严俊贤的上诉请求通过法院实体判决，能否
得到支持的前提下作出的。

据此，今年10月8日，眉山中院作出终审
判决，驳回了新念律所的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
6万“胜诉奖金”类似风险代理
委托代理合同应详细明确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麟表示，在签
订委托代理合同时，通常有一般代理和风险
代理两种形式，该案中，“胜诉支付奖金6万
元”的约定，类似于风险代理。如何起草律所
委托代理合同非常关键，合同条款如何约定
和条件的达成均需明确。如本案中，是通过
判决胜诉以后才支付相关费用，还是在起诉
以后，只要通过提供律师的法律服务，达到
当事人的诉讼目的，也可支付，就应当在起
草时详细且清楚地说明。如果草率简略地拟
定条款，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疏漏，会导致对
自己的权益保护不力。

四川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段来认为，这
样的约定在实务中很常见，但往往以风险代
理的形式出现。虽未明确指明，但“胜诉支付
奖金6万元”相当于是风险代理的一种或绩
效奖金，法律和行业规则都不加以禁止。但
一般在写合同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写明调
解、撤案、和解、胜诉、败诉等对应的收费，甚
至在胜诉的情况下，还要区分胜拿回财产价
值的大小，约定根据不同比例收费。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柳行

中期选举在即，美国多地现可疑包裹
目标：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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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包裹一个没炸
美国党派政治

为了6万元“胜诉奖金”

律所状告委托人

媒体梳理发现，遭截获包裹的收件人均为特朗普的批评者或与他不合，是民主党重量
级人士，或者与民主党关系密切。

特朗普24日称，可疑包裹事件让他“生气”和“沮丧”，誓言“追查到底”。他呼吁：“我们必须团结……发出一个明
确、强烈和不容误解的信号，即美国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或恐吓。”但民主党人不买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
舒默说，特朗普的话“听似虚伪”，这名共和党籍总统过去多次纵容政治暴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董事会主席杰夫·朱克
说，特朗普和白宫对攻击媒体言论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多家媒体解读，朱克暗示可疑包裹事件可能由那些言论催生。

““金融大鳄金融大鳄””乔治乔治··索罗索罗
斯纽约州住处邮箱收到一个斯纽约州住处邮箱收到一个
含有爆炸物的包裹含有爆炸物的包裹。。索罗斯索罗斯
是民主党最大捐款人之一是民主党最大捐款人之一

美国特工处分别截获寄往前国务卿希拉里美国特工处分别截获寄往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克林
顿和前总统贝拉克顿和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住宅的可疑包裹奥巴马住宅的可疑包裹，，同样包含同样包含
爆炸装置爆炸装置。。希拉里希拉里··克林顿的住所位于纽约州克林顿的住所位于纽约州，，奥巴马奥巴马
居住在华盛顿特区居住在华盛顿特区。。两人均受特勤局保护两人均受特勤局保护

警方和邮局方面拦下更多可疑包裹警方和邮局方面拦下更多可疑包裹，，收件人包括前司法部长埃里收件人包括前司法部长埃里
克克··霍尔德霍尔德、、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玛克辛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玛克辛··沃特斯沃特斯、、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约翰约翰··布伦南布伦南((由左至右由左至右))。。

22日
索罗斯

23日晚~24日凌晨
希拉里与奥巴马

24日白天
埃里克·霍尔德（前司法部长）、玛克辛·沃特斯（民主党籍联

邦众议员）、约翰·布伦南（中情局前局长）

美国中期选举每4年一次，今年投票日定在
11月6日。国会两院、州长以及地方行政、立法机
构的部分席位面临改选，因对美国下阶段政治格
局有较大影响而备受关注。

国会选举向来是美国中期选举“重头戏”。众
议院有435个席位，众议员任期为2年，今年中
期选举将全部改选。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参议
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三分之一，今年有35个
席位面临改选。此外，美国50个州中有36个州
将在今年改选州长。

美
国
中
期
选
举

疑团

影响

可疑包裹疑云下可疑包裹疑云下，，投票日两周倒计时……投票日两周倒计时……

两党冲刺中期选举
特朗普执政面临“中考”

24日，纽约，一名拆弹人员走在时代华纳中心大楼外 新华社发

炸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