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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丑闻持续发酵，安倍长期执政悬了
英国准王妃
是王室后裔据报道，日本前国税厅长官

佐川宣寿近日就森友学园相关
审批文件篡改问题被传唤至国
会作证。他拒绝对篡改的核心部
分发表证词，罕见的土地交易背
景因素依然不透明。

黑幕越拉越开

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舆论调
查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降至
42％，比 2 月下旬下跌 14 个百分
点，创出安倍第 2 次上台执政后
的最大单月跌幅。无党派阶层不
再支持安倍内阁的趋势突出。如
今，“远离安倍”状况不断加剧，安
倍在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取得
压倒性胜利的希望随之渺茫。

目前，这起由森友学园低价
购入国有土地引起的丑闻还在持
续发酵。3 月，日本财务省承认，
向森友学园“贱卖”土地过程中，

14 份文件遭篡改，显示事情“特
殊”、涉及安倍昭惠等人士的内容
遭删除。安倍内阁所获民意支持
率大跌，超过六成民众认为首相
对财务省篡改文件负有责任。

信誉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新闻》以多选形
式询问民众不支持安倍内阁的
理由，最多的人认为安倍“人品
难以信赖”，占 46％，选择“不廉
洁”的达到 24％，在安倍第二次
上台执政以后创出最高比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黄大慧分析，导致安倍如今
严峻局面的最大原因是他自身的
不诚实，涉入森友卖地丑闻的前
大阪职员自杀等事件则加剧了事
态的严重性。共同社称，篡改公文
是动摇民主主义根本的暴行，是
对国民严重背信弃义的行为。

此外，安倍近日有违民心的
修宪举动也对其十分不利。共同
社报道，据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
查结果显示，对在首相安倍晋三
执政期间修改《宪法》表示赞成的
受访 者 为 3 2 . 6 % ，反 对 的 为
54 . 8%。民众更为关心的是经济、
民生的发展，而非为修改宪法第
九条铺路。更令安倍狼狈的是，
抓住其“小辫子”的在野党绝不
会放过穷追猛打的机会。目前，
在野党认为“疑问进一步加深”，
要求传唤首相夫人安倍昭惠。这
也让安倍的信任危机步步加深。

处境四面楚歌

丑闻发酵无疑陷安倍于更
大的困境。日本民众在东京集
会，抗议安倍内阁篡改“地价门”
相关文件，要求把安倍关进监
狱。目前不仅是日本反对党，自

民党内有意与安倍抢夺党总裁
位子的竞争对手都在逼宫，安倍
的处境是四面楚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表示，
在无新的证据证明森友学园事
件与安倍直接相关时，安倍一定
会极力撇清此事与自身的关联。

吕耀东指出，安倍还可能会
利用外交上的突破来转移民众
的注意力。比如今年上半年举行
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及五月访
俄的计划都将是安倍提升国内
支持率的着力点。

当然，无论安倍多想抹去“污
点”，其凝聚力下降已难避免。《金
融时报》提到，安倍修宪的尝试遭
到普遍反对。可见，丑闻升温催生
的巨大“信任赤字”极大地削弱了
安倍在公众中受到的尊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叙利亚通讯社４月１日
报道，盘踞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
革东古塔地区的最后一支反政
府武装“伊斯兰军”将从其据点
杜马撤离。届时，叙政府军将完
全夺回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
权。收复东古塔将标志着叙利亚
政府取得自２０１６年收复北部重
镇阿勒颇以来的最大军事胜利。
不过，叙利亚战局依然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大国博弈的影响，未来
走向尚不明朗。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叙政府
军仅用一个多月就结束战斗，主
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首先，叙政府军全力以赴，
投入大量兵力。其次，反政府武
装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再次，俄
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通过幕后协
商与斡旋，使得反对派让步。

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以俄
罗斯不干涉土方打击叙利亚北
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武装为条
件，促成了东古塔武装分子撤往
叙西北部地区。而西方和海湾国
家眼见叙反对派大势已去，也不
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分析人士指出，失去东古塔
是反政府武装自２０１６年年底撤
离阿勒颇以来的最大失利，这意

味着他们再也无法从东古塔渗
透和威胁大马士革，也意味着大
马士革与多个省份的交通要道
被重新连接。

至此，原本各方势力犬牙交
错的叙利亚势力版图已渐清晰。
叙利亚政府已重新掌控全国大
部分地区，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
剩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以及南
部少数地区，库尔德人则控制着
东北部地区。

叙利亚政治分析师马希尔·
伊赫桑表示，叙政府军在恢复对
大马士革的完全控制后，军事和
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此前反政
府武装盘踞在大马士革近郊，令

巴沙尔政权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如今，反对派撤离东古塔令其痛
失重要谈判筹码，叙政府在接下
来的和谈中势必更加强硬。

然而，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
在于，很多时候影响战局走向的
并非交战双方，而是外部势力的
博弈。

对叙西北部地区的争夺预
计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焦点。不容
忽视的是，东北部地区所牵扯的
外部势力更加复杂，不仅是政府
军、反对派与库尔德人之间的争
夺，其背后的俄罗斯、伊朗、沙
特、土耳其和美国等势力也将展
开新一轮博弈。 据新华社

东古塔缠斗结束 叙利亚战事未明

英国王室传记作家安德
鲁·莫顿在新书《梅根，好莱坞
王妃》一书中说，哈里王子的未
婚妻梅根·马克尔是苏格兰王
室后裔，这对准新人是血缘关
系特别远的亲戚。莫顿研究认
为，准王妃的王室血统可“追溯
25 代到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
世”。罗伯特一世原名罗伯特·
布鲁斯，是苏格兰历史上最重
要的国王之一，1314 年带领军
队以少胜多，战胜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二世，取得民族独立。

按照莫顿的说法，马克尔的
一位女性先祖克里斯蒂娜·布鲁
斯是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的
直系后裔，1490 年嫁给詹姆斯·
肖。两人的后代中有一名酒商名
为罗杰·肖，原住在伦敦，1637 年
前后从英国普利茅斯港起航，远
涉重洋到达如今的美国马萨诸
塞州，从而把王室血统带至美
国。马克尔就是肖家族在美国这
一分支的后代。

据新华社

印度泰姬陵
开始限时参观

鉴于逗留游客数量过多带
来的问题，印度考古局发布公
告宣布，从 4 月 1 日开始，所有
游客购票游览泰姬陵一次最多
逗留 3 小时，如想逗留更多时
间，需再付费。现阶段泰姬陵门
票单价为印度游客 40 卢比（约
合 3 . 85 元人民币），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南盟）成员国游客
530 卢比（ 51 元人民币），其他
国家和地区游客 1000 卢比（ 96
元人民币）。新措施需要泰姬陵
工作人员在出入口检查计时
戳。至于超过 3 小时后如何付
费，印度考古局一名官员表示：

“我们仍在研究超时付费的加
价机制，可能是超时游客再补
一张门票，也有人建议超时部
分按小时计费。” 据新华社

瑞士人为省钱
把垃圾扔到法国

为了“倒垃圾不花钱”，近
来不少瑞士人专程驱车把垃圾
运往毗邻的法国，令法国当局
头疼不已。法国与瑞士接壤的
弗朗什-孔泰大区是瑞士垃圾
的主要倾倒地。当地官方称，去
年一年，瑞士“垃圾客”在该区
倾倒的垃圾超过了 10 吨，警方
制止了至少 140 名瑞士“垃圾
客”，肇事者被处以 150 欧元（约
1160 元人民币）的罚款，并被要
求将所载垃圾“原路带回”。

瑞士是世界垃圾处理税费
最高的国家之一，居民倒垃圾
既昂贵又麻烦。居民每扔一次
垃圾需要花费大约 2 瑞士法郎

（约 15 元人民币）。
据《环球时报》

为啥法国人爱罢工

““伊伊斯斯兰兰军军””从从东东古古塔塔地地区区杜杜马马撤撤离离。。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法国马克龙政府推出了公
共服务体系改革，改革将削减 12
万个公务员职位，从 2020 年起
每年减少财政负担大约 45 亿欧
元。被动了奶酪的法国人纷纷走
上街头。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员工
从 4 月开始，将持续罢工到 6
月，每五天罢工两天，上班三天。
同期发起罢工的还有垃圾收集
工、电力及其他能源系统部分员
工以及法国航空公司空勤和地
勤人员等。这将是马克龙去年 5
月当选以来遭遇的最大罢工潮。

据统计，比较过去 100 年来
每个国家的罢工天数，法国位居
前十。但法国媒体认为，这些数

据没有将私营部门的罢工天数
考虑进去，实际天数应该更多。
为啥法国人这么爱罢工？

据《时代》杂志报道，其中一
些罢工、抗议活动植根于法国左
派驱动的叛乱传统，这一传统起
源于法国大革命，历经巴黎公
社，掀起五月风暴，并传承至今。

此外，法国的工会也是罢工
背后的推手。法国是工会数量最
多的国家，但是工会会员比例却
非常低。在法国，不到8%的工人
属于工会，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平
均水平为25%，美国为14%。更糟
糕的是，法国小型工会内部往往
是分裂的，各个部门之间会出现

错位，管理层在准备裁员时经常
忽视他们的存在，并且在谈判开
始后对其实施高压。这一切都增
加了罢工的吸引力和效果。其
实，法国人的生活十分慵懒，每
周法定工作时间仅为35个小时，
每年有30多天的带薪休假。

专家表示法国人经常罢工
的一个原因来自“自己人”与“外
人”的对抗。长期以来，法国认为
工人必须得到保护，但如果失业
发生在一个北非裔青年身上，那
么情形可能会完全不同。对于移
民来说，被严格保护的工作遥不
可及，他们也会为了自身权益而
走上街头。

至于罢工期间的工资，一般
来说，如果员工加入了工会，则
由工会发放一部分工资，而如果
员工没有加入工会，则按照其与
公司单独签订的劳动合同来定。

据新京报网

一些罢工、抗议活动植根于法国左派驱动的叛乱传统，这一传
统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历经巴黎公社，掀起五月风暴，并传承至今。

美国签证新规
影响几何

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文
件，拟要求外国人在申请美国
签证时提交社交媒体用户名
等个人信息，引发广泛关注。
新规针对的指定社交媒体平
台有 20 家，其中大部分设在
美国，包括脸书、推特、领英、
优兔等。此外，新规还涉及设
在中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
的社交平台。签证申请者还被
要求提供过去 5 年曾使用的
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国
际旅行记录以及是否曾违反
移民法、是否曾被驱逐出境、
是否有家庭成员参与恐怖主
义活动等信息。

据美国国务院估计，将有
71 万移民签证申请者和 1400
万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受到影
响。外交、公务等特定类型签
证申请者不受新规影响。

美国国务院表示，收集这
些信息的目的在于对签证申
请者进行身份识别和审查。国
务院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额外信息“将强化对签证
申请者审查及确认他们身份
的流程”。

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新规
定迎合了总统特朗普要求对
所有申请进入美国的外国人
进行“极端审查”的主张。特朗
普认为，“极端审查”将有助于
防范恐怖主义。美国国土安全
部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
加强对入境人员的筛查。去年
１０月底纽约发生卡车撞人恐
袭事件后，特朗普曾责令国土
安全部继续加强筛查措施。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立
场强硬，主张限制移民并提出
修建边境隔离墙、废除“连锁
移民”和“绿卡抽签”项目、抓
捕和遣返非法移民等举措，并
颁布针对多国公民的旅行禁
令。这些主张和举措不断受到
政界和法律界人士的挑战。

批评人士指出，此次的签
证新规不仅会侵犯签证申请
者的隐私，也势必将加大审查
工作量及获签难度，而且未必
能达到特朗普的设想。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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