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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巴西数十名议员
改名叫“卢拉”

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
瓦上周因受贿罪入狱，在该国
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运动。在巴
西国会，数十名左翼反对党人
士“集体改名”，在各自的姓名
中加入“卢拉”作为中间名，以
示“与卢拉同在”。

巴西工党主席、参议员格
蕾丝·霍夫曼日前宣布更名为

“格蕾丝·卢拉·霍夫曼”，这一
变动将直接体现在国会的各
类文件及投票活动当中。与此
同时，国会众议院工党领袖保
罗·皮门塔也宣布更名为“保
罗·卢拉·皮门塔”。在党派领
导人的号召下，众议院超过 60
名工党议员均参与了这场“集
体改名”活动。工党发言人称，
这项集体活动只是为了“彰显
团结”，并不是真的从法律层
面上对个人姓名进行变更。

据《环球时报》

英国一村庄地面
每年上升2厘米

英国德文郡一个叫威兰德
(Willand)的小村庄的街道两旁
排列着茅草屋、一家酒吧、一个
乡村大厅和一个足球俱乐部，
而这些建筑每年都在以2厘米
的速度抬升。对此相关研究人
员认为抬升可能受到地层深处
的影响，但还未找到具体原因。
在这个村庄两公里范围内，地
面上升的现象着实令地质领域
的研究者们十分头疼。

成立于诺丁汉大学的一家
公司表示，威兰德地面上升的
原因是“未知的”。该公司发言
人称：“一项调查发现了近两公
里长的隆起区，且若干独立的
卫星收集的信息都发现了这一
问题。地面上升会对主要铁路
干线造成影响。” 据环球网

美国女企业家
打造“女人岛”

在美国纽约成功创业并
出手卖掉自己旗下公司的女
企业家罗斯在芬兰波罗的海
海域的一座充满田园风光的
小岛上打造了一座“女人岛”。
该岛专供罗斯建立的“超级女
性俱乐部”会员社交休闲使
用，配备了足以媲美五星级酒
店的高端住宿休闲设施，包括
芬兰桑拿、水疗、健身中心、精
美海岛园林和豪华客房等。罗
斯表示，长期以来男性富豪通
过打高尔夫、入籍雪茄俱乐部
等方式开展社交，但新时代女
性则缺乏与时俱进的社交方
式，所以她就建立了“超级女
性俱乐部”。

罗斯表示，对那些有过非
凡经历的女性，“女人岛”会提
供免费登岛服务，如一名生活
在叙利亚战火中的女艺术家
将会登岛。 据《环球时报》

当地时间13日晚，美英法三
国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
器”为由对叙实施“精确打击”，
乱局中的叙利亚问题再添硝烟。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在专家看来，三国此次打击
叙利亚后，叙利亚未来的局势发
展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

授李海东分析，此次行动加剧了
叙利亚国内已有的动荡混乱，也
使得叙利亚通过内部政治途径解
决问题的前景更加暗淡。“若美英
法将阿萨德部队作战能力削弱，
会使得其国内更多反阿萨德的武
装力量重新在战场上活跃起来，
从而使叙利亚乱局的政治解决进
程遥遥无期。”李海东说。

他分析称，美英法的行动无
疑将使得中东地区极端混乱的
国家关系和格局更加混乱，另
外，美俄关系会严重倒退，西方
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局势里的对
决态势进一步清晰化。

“化武”疑云何解？

此前有媒体称，叙政府军在
杜马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化学

武器，造成数十人丧生。美国等
西方多国指责叙利亚政府军实
施了袭击，但叙政府对此坚决否
认。禁化武组织的调查人员准备
前往杜马镇收集样品，以便确定
在袭击中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
但就在“化武”疑云尚无定论时，
美英法三国就对叙展开打击。且
美国官员表示，“高度确信”是叙
利亚政府发动了化武袭击。

李国富表示，就目前的事态
进展来看，针对化武问题，各方
各执一词，美英法声称掌握了叙
政府对平民进行了化学打击的
确凿证据，但迟迟未公布相关证
据，而禁化武组织的调查还需要
一段时间。“在美英法三国已经
对叙利亚发动打击的背景下，国
际组织或很难做出与三国论断

完全相悖的论断。”李国富强调。

美俄将如何角力？

“美英法此次的行动或将加
快美俄在叙问题上最终摊牌的
进程。”李海东说。他分析称，从
三国此轮袭击看，美方的袭击目
标没有涉及俄罗斯的防空区域。
但这不意味着接下来不会继续
启动下一轮袭击，甚至打击到俄
罗斯的目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的，如果出现了，俄罗斯会作何
反应要进一步观察。

李国富分析，美英法对叙利
亚的打击已经直观表明了，美国
及其西方盟友与俄罗斯之间的
对抗关系进一步加剧，美俄关系
已达到“冷战”之后的最低点。

据中新网

硝烟再起，叙利亚乱局将如何

从各方表态来看，美英法此
次主要以导弹袭击为手段，对叙
军事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攻击范
围有限。可见此次军事行动并不以
改变叙利亚局势为目标，而是以震
慑、警告为主。美方有意制造声势，
表现出强势干预叙利亚局势的姿
态。美国此次震慑的目标也十分明
确。特朗普在宣布发动袭击的讲话
中，点名批评俄罗斯和伊朗，要求
停止支持叙利亚政府。

袭击来势汹汹，却难掩美国
支持的反对派在叙利亚遭遇的败
局。发生所谓“化学武器袭击”事
件的东古塔地区，是叙利亚反政
府武装在大马士革周边的最后据
点。叙利亚政府军近来捷报频传，
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
下，相继收复了全国多个战略重
镇，恢复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李伟建认为，反对派内部不断分
化，弱化，其外部支持力度也在减
弱，而叙政府走出了最初的困境
之后，已经重新站稳脚跟，而且变

得越来越主动，同时叙总统巴沙
尔下台的可能越来越小。

特朗普上台以后，施行“美国
优先”外交政策，他主张从中东乱
局中脱身，还公开表示要从叙利
亚撤军。特朗普这番态度令中东
盟友忧心忡忡，而依靠美国支持
的叙利亚反对派本来在战场上就
处于劣势，美方态度不明更让他
们感到失望，士气低迷。

此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举
袭击叙利亚军事设施，无疑给节
节败退的反政府武装提振信心和
争取喘息的机会。美方也希望借
助此次军事行动，明确美国在叙
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安抚沙特、以
色列等地区盟友。

特朗普表示，沙特阿拉伯、阿
联酋、卡塔尔、埃及等地区盟友正
在加强合作，共同防止伊朗从地
区乱局中“获利”。

分析认为，此次对叙实施精
准打击虽不足以扭转叙利亚战
局，但也表现出中东地区博弈形
势有所加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专家陈宇认为，随着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这一“共同敌人”
的败退，俄美等国在中东的矛盾
可能激化。他认为，叙利亚国内各
势力盘根错节，牵涉的国际力量
包括俄罗斯、美国、土耳其、伊朗、
沙特、以色列、约旦等，现阶段解
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正在进入

“深水区”。 据新华社

7年来在叙利亚内战中
死亡的人至少有45万。截至
今年2月，约550万叙利亚人
逃离这个国家。2011年，叙利
亚人口为2250多万，如今降
至1700万左右，其中610万人
在国内流离失所。另外，1400
万人失去收入来源。2010年
至2015年，该国每年损失
53.8万个工作岗位。
《今日美国报》称，在叙
利亚大约1000万儿童中，近
600万流离失所，约250万儿
童辍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叙境内27%的住房、半数的医
疗和教育设施被破坏。在大
马士革的东古塔地区，93%的
建筑遭到损坏。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称，叙利亚6处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名录的地方也均遭破坏。
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

的经济损失估值为2260亿美
元，是叙利亚2010年GDP的4
倍，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农业
与制造业，此外，叙利亚2010
年至2015年的实际出口额锐
减80%。俄新社称，叙利亚重
建需要10至15年，费用约
4000亿美元。

据《环球时报》

近日，俄罗斯股市遭遇4年
来最严重暴跌。国际观察普遍认
为，俄股市动荡主要与美国对俄
的最新制裁以及叙利亚局势恶
化有关。

美国近日宣布对7名俄罗斯
商业领导人、17名俄罗斯高级官
员等实施制裁。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
教授称，英俄间谍事件是新引
子。客观来看，可以说是美方在
旧框架内针对新形势的紧急应
对。此外美方的一个考虑是通过
制裁为可能举行的俄美峰会制
造砝码。杨成称，“按照此前俄总
统外事顾问、前驻美大使乌沙科
夫的说法，特朗普已建议俄美在
华盛顿举行峰会。这一轮制裁也
可能是白宫决定以此压俄，从而
增加对俄砝码。”

“短期看，新一轮制裁下的

股市动荡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
不大。普京第四任期后，国内经
济依旧是其关注重点，俄罗斯资
本市场的规模较小，通过资本市
场的融资也少，因而金融风险和
汇率风险系统性增加的可能有
限”，徐坡岭说，“但是就长期来
看，俄罗斯经济方面的外交资源
非常有限，依赖单一资源的结构
性经济矛盾仍然存在，而一波又
一波的制裁会使得依靠外部性
走出结构危机变得更加困难。”

经济结构性矛盾一直是俄
罗斯的一个痛点，面对新一轮制
裁，俄罗斯难以像过去应对媒体
战或外交战那样，采取“对等原
则”加以还击。杨成认为，“这是
在制裁与反制裁中俄罗斯始终
相对被动的根本原因，也是普京
本人一直致力于缓和与西方关
系的主要依据。” 据《文汇报》

美英法对叙军事打击意在震慑与安抚 一组数据下的
叙利亚危机

俄罗斯或更难走出结构危机

正遭受袭击的大马士革。新华社发

分析指出，西方国家发起此
次袭击，既为震慑地区博弈对
手，也为安抚中东盟友，但不足
以改变叙利亚及中东地区政治、
军事形势发展趋势。

小泉之子成安倍热门接班人

日本媒体近日发布一项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前首相小泉
纯一郎之子、自民党第一副干
事长小泉进次郎成为接替安倍
晋三出任自民党总裁的最热门
人选。民调结果显示，在被问及

“谁最适合担任下任自民党总
裁”时，小泉进次郎排名第一
位。此前的多项类似民调中，小

泉进次郎大多排名第二，这是
他首次超过自民党前干事长石
破茂跃升首位。

小泉进次郎生于1981年，小
泉纯一郎次子，是日本政坛知名

“新星”。他的哥哥小泉孝太郎出
生于1978年，并未从政，职业是
演员，出演了多部电影和电视
剧。小泉进次郎2004年从日本关
东学院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政治学硕士
学位。返回日本后，他出任小泉
纯一郎的秘书。2009年国会众议
院选举中，他在神奈川县第11选
区横须贺市和三浦市首次参选
众议员。

小泉进次郎不仅继承了父
亲的票仓，还全盘继承父亲的政
治理念，积极推崇亲美国路线，
并多次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据新华社

在在叙叙利利亚亚大大马马士士革革东东郊郊杜杜马马镇镇，，一一名名儿儿童童抱抱着着防防弹弹背背心心走走在在街街头头。。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资料图：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

子小泉进次郎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