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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印度父母
最爱陪孩子做作业

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印度
父母最愿意为孩子功课耗费时
间。这项调查涉及阿根廷、澳大
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印
度、英国、美国等 29 个国家的
2 . 7 万余名父母。接受调查的
印度父母中，95% 愿意帮助孩
子学习；为辅导孩子功课耗费
的时间比其他国家父母更多，
62% 一周耗费 7 小时以上。同
时，印度父母对本国教育水平
最乐观。接受调查的印度父母
中，72% 认为印度的教育水平
过去 10 年间进步大，这一比例
高于其他国家的调查对象；
87% 认为自家孩子就读的学校
教学质量好，这一比例高于
78% 的平均数。 据新华网

毛里求斯总统
因“买买买”下台

最近，毛里求斯女总统阿
米娜·古里布-法基姆被控在
2016 年时使用慈善机构提供
的银行信用卡“疯狂”购物。12
日，在公众压力之下，她被迫辞
去总统一职。

法基姆是现在非洲唯一的
女性国家元首。她曾担任总部
位于英国伦敦的行星地球研究
所无薪理事，这张信用卡由该
慈善机构提供，用来促进以她
名字命名的一个博士项目。法
基姆拿到卡后大肆买买买，她
在意大利和迪拜买了许多衣
服、珠宝和其他个人物品，花费
达几十万毛里求斯卢比(1 元人
民币约合 5 . 9 毛里求斯卢比)。
据称，该慈善机构的一个主管
是安哥拉商人阿尔瓦罗·索布
林霍，他获准在毛里求斯开办
一家投资银行，这导致一些人
怀疑法基姆总统徇私。

法基姆对这一指控予以否
认。她称自己已经偿还了信用
卡的花销。然而，“买买买”最终
还是断送了这位女总统的政治
前途。 据环球网

西班牙野猪泛滥
政府对其实施节育

西班牙各地的野猪已经影
响了交通安全，政府决定采取
手段对野猪进行节育。据悉，有
的野猪喜欢带着全家在高速公
路上散步，不怕强灯照射和高
音鸣笛；还有的野猪喜欢在城
市的大街上闲逛，见人见车若
无其事，导致警方不得不派出
警员疏导交通保护它们。西班
牙法律规定，没有法院许可，任
何人不准捕杀野猪。

为控制野猪数量，巴塞罗
那大学兽医系专家研发出了降
低野猪性欲的针剂药物，专业
人员用射枪对野猪进行偷袭注
射。经过临床试验，被注射药物
后的野猪已经达到减少生育的
效果。 据《环球时报》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
了最新的国情咨文，期间最令人
关注的就是占据了大篇幅的“武
器秀”。在国情咨文中，普京不仅
介绍了俄罗斯包括“萨尔玛特”
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一系列最
新武器，还当场播放了这些新式
武器的宣传片。根据普京的说
法，这种导弹“由于射程无限，可
随意进行机动调转”，“俄罗斯这
些武器都将是‘无人能敌’的”。
有意思的是，在该宣传片的结尾
处，俄罗斯 9 枚核弹头竟然飞向
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海岸。

普京究竟想要干什么？想要
了解普京的意图，必须要从俄罗
斯目前的状况谈起。虽然作为世
界“反导”建设的主要玩家之一，

俄罗斯也拥有自己的战略反击能
力，但是面对美国不断加紧部署
全球反导网络，不断地将“宙斯
盾”+“萨德”系统推向俄罗斯的周
边，美国不断瓦解俄罗斯战略反
击能力的意图也越来越清晰了。

面对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办
法莫过于让自己的体格也强壮
起来。但是，这点显然不是一时
半刻能够做到的。在普京执掌俄
罗斯接近 20 年的时间里，俄罗
斯依旧没有从苏联解体的后遗
症中痊愈，其国民工业体系重整
远未完成。一边经济受困，另一
边又面临不断上升的安全威胁，
发展军工成为普京强壮“肌肉”
的首要选择。

在国内，普京抓住了俄罗斯

人的心理，不断地展示自己强硬
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一面。比
如，在本次国情咨文最后，普京
就强硬地表示，如果遭到攻击，
俄罗斯将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
的一切手段进行反击，任何人都
不应怀疑俄罗斯的决心。

这次播放的宣传片中，普京
就专门展示了一段“萨玛尔特”
导弹打击美国若干城市的镜头，
根本用意就在于暗示俄罗斯国
民和美国，俄罗斯目前有足够
的手段确保美俄之间的战略平
衡。这也算是给国内注入一针

“强心剂”,显然是要告诉俄罗斯
国民，你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同时也是在警告美国不要逼俄
罗斯太甚。 据海外网

9 枚导弹飞向美国

普京的宣传片里卖的什么药

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决定对
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税的
决定几乎惹怒了全世界，这其中
最焦急的当数美国的两个重要
盟友——— 欧盟和日本，他们率先
与美国展开了讨要征税“豁免
权”的谈判。欧盟和日本的贸易
高官10日在布鲁塞尔与美国贸
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举行会
晤，希望可以豁免钢铝关税。但
美国似乎没有做出让步。

日本时事通讯社称，特朗普
发布一条推特，提到本月 9 日与
日本首相安倍通电话讨论了日
美贸易问题，并且就美国巨额对
日贸易逆差向安倍直接表达了
不满，称“不公平的情况不能再
持续”。这表明，日美贸易摩擦远

未平息。目前的情况也让日本国
内经济界颇为担忧。一些业界人
士称，除了美国继续对日施压的
担忧外，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或
成为各国启动对抗措施的导火
索，而且别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
产品也将流入亚洲市场，将对市
场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日本共
同社称，日本也在考虑利用世贸
组织(WTO)相关仲裁机制，在情
况必要时进行防御和应对。

据“美国之音”报道，由于美
国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因此白宫在宣
布征收钢铝关税时，就给予了加
拿大、墨西哥暂时性豁免。此外，
澳大利亚也获得“赦免”。特朗普
9日发推文称：“我们不必对我们

的朋友，伟大的澳大利亚征收钢
铝关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
尔也证实了这一消息。针对此前
曾有传闻称澳大利亚与美国达
成了一项安全协议，因此获得特
朗普关税豁免，澳大利亚外交部
长毕晓普11日回应称，“美国并
没有就豁免权向澳大利亚索要
任何回报，双方也并未因此达成
任何安全协议”。美国对一些国
家的“法外开恩”，也让美国的其
他一些朋友看到了希望。除了欧
盟和日本，韩国也在争取豁免机
会。但由于美韩在安保和经济方
面的意见分歧太大，韩国获得豁
免权的希望十分渺小。

对于欧盟的豁免要求，特朗
普10日发推特称：“这些对美国

贸易十分不利的欧盟国家正在
抱怨钢铝关税。如果他们可以放
弃给美国产品设下的层层障碍
和高额关税，我们也会放弃我们
的(钢铝关税)。美国对欧盟存在
巨大的贸易逆差。如果你们做不
到，我们将对汽车等产品征税。
这很公平!”

欧洲钢铁和铝业协会警告
称，美国的关税可能会让他们损
失数千个工作岗位。此前，欧盟
曾威胁称，如果欧盟无法获得豁
免，它将对花生酱和橙汁等美国
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德国《商
报》10日称，2017年欧盟向美国出
口约53亿欧元的钢铁产品和约11
亿欧元的铝产品。如果美国拒绝
给欧盟豁免关税，欧盟将向世界
贸易组织起诉美国，并对美国产
品征收关税。

“美国已经是一个不确定的
合作伙伴了”，欧亚集团总裁伊
恩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的不少
决定都是“即兴的”，或是违背建
议，或是缺乏关键官员提供的信
息，“特朗普的不按常规出牌正
帮助中国成为更稳定的大国”。

“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
机会。”伊恩称。 据《环球时报》

欧日向美讨要关税豁免权

美对盟友不留情
一些业界人士称，除了美国继续对日施压的担忧外，美国的贸易保护政

策或成为各国启动对抗措施的导火索，而且别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产品也
将流入亚洲市场，将对市场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死海将死”何以堪？

死海低于海平面 423 米，盐
含量比地中海高出大约 10 倍，
大自然赐予神奇浮力，促成“死
海不死”神奇，再加丰富矿物质，
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然而，水位
每年平均下降大约 1 . 2 米，水面
缩减超过三分之一，6500 多个天
坑散落各处，现实致使“死海将
死”俨然成为一种预言。以研究
为依据，一种极端预测是：死海
可能 2050 年干涸。

以色列环保部首席科学家
西娜娅·内塔尼亚胡博士确认，
死海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可逆转，

湖面缩小是不得不接受和适应
的严峻现实。同时她推断，死海
水位会进一步下降，但死海“足
够深”，不会消失。

水位下降，岸线日渐向湖心
后退。过去，游客走几步便可在
死海“泡澡”；如今，不少酒店不
得不为游客准备交通工具。在未
开发区域，要想到达死海的岸线
更加艰难。

死海环境恶化开始于二十
世纪 60 年代。持续缺水，促使以
色列和约旦等国以修建大坝方
式截流约旦河，用于灌溉，而约

旦河是流向死海的最主要水源。
中东生态和平组织约旦河

和死海项目主管米拉·埃德尔斯
坦表示，约旦、以色列和叙利亚
等国就水资源管理和使用缺乏
相互协调，需对死海现状负主要
责任。诸多企业在死海边投资建
厂，用死海中的矿物质制造肥
料、药物和化妆品。

2013 年 12 月，以色列、约旦
和巴勒斯坦在世界银行位于美
国首都华盛顿的总部签署一份
协议，在约旦境内将建一座海水
淡化厂，每年产出 8000 万至 1 亿
立方米淡水，充作饮用水；另外，
从红海亚喀巴湾汲取海水，经由
海水淡化厂和 200 公里输水管
道，注入死海。一些环保人士却
忧心，红海海水可能在死海形成
石膏晶体、催生红藻类繁殖，继
而改变死海生态系统。

埃德尔斯坦认为，工程的环
境影响难以确定，须研究红海引
入死海的海水。他建议，可以部
分恢复约旦河下游流入死海的
水源，同时对使用死海水资源的
企业征税，鼓励借助更先进、水
消耗量更少的工艺提取死海矿
物质。 据新华社

22001177 年年，，人人们们在在死死海海边边的的比比恩恩奇奇尼尼海海滩滩游游泳泳。。((新新华华//法法新新))

韩美谈军费
双方分歧大

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 12
日说，针对驻韩美军费用分担
事宜，韩国和美国谈判代表已
完成首轮谈判。按这名官员的
说法，双方后续将有多轮谈判，
可能较以往更为艰难。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期
间提及驻韩国和日本美军的费
用事宜，声称韩日必须“百分之
百”负担驻军费用，否则美军可
能撤离。外界猜测，美方可能在
谈判中要求韩国负担比现在多
一倍的费用。针对这一可能性，
韩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
已对美方可能提出的各种方案
作好准备，尽力获得让国会和
民众能接受的谈判结果。

美国自 1953 年以来一直
在韩国派驻军队，现阶段驻军
大约 3 万人。近年来，美方多次
要求韩方增加“保护费”，韩方
则希望维持原有分摊比例。

韩美 1991 年首次就分担
驻韩美军费用谈妥《防卫费分
担特别协定》，此后共 9 次续签
协定。最近一次协定 2018 年年
底到期。

经过艰难“拉锯式”谈判，
韩美 2014 年 2 月签署有效期
为 2014 年至 2018 年的《防卫
费分担特别协定》。根据协定，
韩方 2014 年向美方支付 9200
亿韩元（约合 54 . 7 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增加 5 . 8%；协定适
用的 5 年间，韩方每年分担金
额将依据前一年数额和前两年
的消费物价指数作相应调整，
但增长幅度不超过 4%。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1991
年至 2018 年，韩方负担的驻韩
美军费用由大约 1500 亿韩元

（ 8 . 9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大约
9600 亿韩元（ 57 亿元人民币）。

韩方人士批评，韩方负担
大笔费用，驻韩美军根本花不
完，累积成“小金库”。针对这一
问题，韩国外交部官员说，未使
用的资金数额正在减少，韩国
政府将考虑出台应对措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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