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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新年前夜， 马萨诸塞州民

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向支持

者发送了一封带有视频的电邮， 宣布

启动官方的竞选考察委员会， 正式吹

响向白宫进军的号角。

通常来说， 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注

册竞选考察委员会后， 参选人就可以

开始筹集资金。

2 月 9 日，沃伦在波士顿西北部工

业城镇劳伦斯举行参选集会， 正式宣

布展开 2020 年总统选举竞选活动。 她

批评美国现行制度只有利富人和权

贵，其他人欠缺向上流动机会，她扬言

对抗收入不均问题， 将争取全民医疗

保障、增加富人税率，并削弱政治游说

的影响力， 希望争取民主党内自由派

支持。

靠努力成哈佛法学教授

沃伦 1949 年出生于俄克拉荷马

城。 由于父亲患病家境窘迫，她 16 岁

高中毕业后，靠奖学金进入了乔治·华

盛顿大学，但两年后，她为了结婚中断

学业。 19 岁结婚后，她搬到得州，后来

进入休斯敦大学。

沃伦和第一任丈夫詹姆·沃伦生

育了 3 个孩子。 1978 年，两人离婚。 两

年后，沃伦嫁给了现任丈夫、哈佛法学

院教授布鲁斯·曼。

靠着努力， 沃伦成为破产法和消

费者保障法领域的著名学者， 先后在

得州大学法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

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学教

授。 也正是她努力促成了美国消费者

金融保护局的构想和建立。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后， 沃伦担

任国会监督小组主席， 其后又担任消

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助理和财政部长

特别顾问，在全美获得知名度。 自此，

她开始步入政界。

2012 年， 沃伦成为首位来自马萨

诸塞州的女性参议员。2017 年起，她成

为参议院民主党党团副主席。 去年 11

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 沃伦赢得了在

参院的第二个任期。

沃伦主张加强监管华尔街， 因此

被称为“华尔街警长”。

经验丰富、筹款能力强

沃伦也是特朗普批评者之一。 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 沃伦帮助当时的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竞选， 与特

朗普在很多议题上针锋相对。

沃伦的优势在于具备深厚的法学

背景，在政治和金融领域经验丰富，在

全美知名度较高。

沃伦的底气， 还在于她的吸金能

力， 她一向很会筹款。 据美国媒体报

道， 沃伦的参议员竞选账户中有 1250

万美元资金可用， 她也可以合法地将

这些资金用于大选。

美国媒体认为， 沃伦的短板在于

她和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败给特朗

普的希拉里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

同时， 沃伦所谓的印第安人血统

也成为了她的“把柄”。 沃伦被揭早年

多次以印第安人后裔自居， 遭到特朗

普质疑。 2 月 9 日，特朗普再次对沃伦

的血统问题大做文章， 嘲讽她借助印

第安人身份争取优势，行为如同诈骗。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

员卡玛拉·哈里斯在1月21日正式宣布

启动总统竞选活动， 成为首位宣布参

加2020年总统选举的非洲裔女性。

1月27日，哈里斯在位于加州奥克

兰的家乡举行了一场正式的总统竞选

活动。 成千上万各种肤色的民众出现

在现场，印有哈里斯头像的竞选logo出

现在许多人的帽子上、包包上。

移民二代 浸淫司法领域

哈里斯现年54岁，是移民后代，父

亲来自牙买加，母亲则来自印度。

已经宣布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

中，她的身份背景最接近民主党“基本

盘”选民多项特征，即年轻、女性和少

数族裔，显现较大竞争优势。 也是因为

这一背景，她被支持者称为“女版奥巴

马”。

哈里斯曾在司法领域长期任职。

她毕业于美国霍华德大学和加州大学

哈斯汀法学院。 2011年，她出任加利福

尼亚州总检察长， 也是加州历史上第一

位女性总检察长。2017年，她成为加州首

名当选联邦参议员的非洲裔女性。

哈里斯的竞选主张包括： 改变美

国现行移民和司法政策， 提高中等收

入群体免税额度， 支持民主党籍佛蒙

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发起的

“全民医保”立法议程。 她宣布不接受

来自企业的捐款， 主要依靠支持者个

人捐款。

哈里斯多次在参议院听证会就特

定议题“连续炮轰” 特朗普提名的人

选， 包括现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

雷特·卡瓦诺、 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

斯。

她去年9月就堕胎、“通俄”调查等

议题质疑卡瓦诺， 迫使后者公开抱怨

听证会“令人焦虑”。 按照路透社的说

法，哈里斯得以提升知名度。

哈里斯也是首批反对特朗普移民

政策的国会议员之一。

短板：资历不够

但哈里斯出任联邦参议员时间不

长，资历不够，也缺乏知名度。

对此， 哈里斯拟借助个人回忆录

出版提高媒体曝光率。 路透社报道，民

主党可能2020年2月在艾奥瓦等自由

派选民较多的州启动党内预选。 这将

给哈里斯的选战提供“先发”优势。

女性总统竞选人的爆发，其实

是有迹可循的。 去年 11 月， 在有

“美国大选风向标” 之称的国会中

期选举中，277 名女性候选人的数

量创下了历史纪录。 最终，这些女

性候选人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为

新一届国会创下了新纪录：众议院

女性的席位从 2017 年的 84 席增

加到 102 席，参院女性的席位则从

21 席增加到 25 席， 两院女性议员

的数量都达到了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内女性

的“存在感”明显高于共和党，首次

进入众议院的民主党女性的数量

更是达到接近 30 名。 共和党女性

在参院的席位有所增加，但却在众

院丢掉了 9 个席位，使得她们在国

会的席位达到了 25 年来的新低。

美国女性竞选国会议员、竞选

总统的势头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

果。 不少人认为，对华盛顿、特别是对

特朗普的不满， 也激发了女性，尤

其是民主党女性成员的参政热情。

“民主党中很多女性对特朗普

作出回应，她们对特朗普感到特别

愤怒， 不仅不满他的个人作风，还

对他和共和党的很多针对妇女的

政策感到不满。 ”田纳西州范德比

尔特大学政治学和性别学教授阿

曼达·克莱顿解释。

这也得益于类似“艾米莉名

单” 这样成熟的政治组织的存在。

“艾米莉名单” 拥有超过 500 万名

成员， 仅去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就

花了超过 1.1 亿美元支持民主党女

性竞选人。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女性参政热情高

年龄：

54

岁

身份：加州联邦参议员、加州首位女性总检察长

卡玛拉·哈里斯

“女版奥巴马”

年龄：

69

岁

身份：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破产法和消费者保障法领域著名学者

伊丽莎白·沃伦

“华尔街警长”

沃伦促成了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建立。

她的现任丈夫布鲁斯是哈佛法学院教授。

哈里斯是首位参加

2020

年大选的非

洲裔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