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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重掌政权影响几何 法国建母鸡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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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青草还有 16 公顷的
公园，法国“母鸡养老院”近日又
迎来 600 多只新住户。据悉，法
国初创公司“母鸡之家”自 2017
年创立以来，已经售出这种“道
德鸡蛋”40 万只，很受欢迎。

一般来说，下蛋母鸡在一
岁半后就会因产蛋数量减少而
被送去屠宰场，但实际上它们
仍可以继续产蛋。为了拯救这
些母鸡，“母鸡之家”与 4 个养
鸡场达成合作，允许后者使用

“母鸡之家”的商标销售“道德
鸡蛋”，而条件就是，等养鸡场
母鸡“年老”后送到“母鸡之家”
养老，而不是拉去屠宰。虽然该
公司的鸡蛋价格比市面高，但
由于可追溯来源，并且承诺“赡
养”年老母鸡，依然得到不少消
费者支持和追捧。目前“母鸡之
家”最多可接纳 1 . 8 万只母鸡。

据《环球时报》

近日，菲律宾一海滩上惊
现一种巨大的毛茸茸的海洋
生物的尸体，群众成群结队地
前往观看并合影。当地政府得
知消息后，派相关人员采取该
生物样本并清除该尸体。当地
渔业部门认为，这是一头鲸鱼
的尸体，具体品种还尚不清楚。

这个近 6 米长的神秘动
物的尸体于 5 月 11 日下午 7
点左右出现在菲律宾一个海
滨小镇的海岸上，引发村民的
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场自然
灾害即将来临的预兆。海洋部
门的工作人员从这个身体宽
为 0 . 6 米到 1 . 2 米的神秘海洋
生物上提取样本。他们说，它
的味道十分“难闻”，就像是

“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物”。
据环球网

菲律宾海岸惊现
不明巨型生物尸体

英零售巨头
被指征“肥胖税”

日前，英国时装零售巨头
纽洛克摊上事儿了。一名顾客
发现，官网在售的一款裤子大
尺码比标准尺码定价贵 15% ，
这家公司被控征收“肥胖税”。

据悉，顾客玛丽亚发现纽
洛克一种加大尺码(18 码及以
上)绿色条纹裤售价 22 . 99 英镑
(约合 200 元人民币)，而标准尺
码的相同裤子售价仅 19 . 99 英
镑。玛丽亚表示，英国女人平均
尺码是 16 码，而自己因身材只
比平均稍大些就受到歧视。她
还指出，很多零售商都在这么
干，一些零售商声称大尺码的
衣服需要更多面料，因此定价
更高。这完全是胡扯，那些个子
高的人难道不废面料了吗？对
此，纽洛克一名发言人说：“我
们正在审查加码系列的定价结
构。我们重视所有的客户，不论
她们的体型如何。” 据新华网

马来西亚败选前总理
被限制离境是为何？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
刚卸任没两天，原打算和妻子
出国“度假”，结果被限制离
境。当局之所以限制离境是怀
疑他们计划逃跑。因为纳吉布
可能面临有关大规模腐败的
指控。这些指控涉及挪用国家
投资基金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新任总理马哈蒂尔表示，
阻止离境的原因是纳吉布涉
嫌与一马发展公司(1MDB)的
数十亿美元腐败案有关，他宣
称要调查此事。

在2009年，纳吉布成立了
一马发展公司(1MDB)，以国有
资金做投资业务，旨在将吉隆
坡变成一个金融中心。但这些
许诺并未成真，相反，到2015
年，1MDB基金积累了超过100
亿美元的债务，并有大量的欺
诈和不当行为指控。一些与其
相关的公司和个人却变得非
常富有，纳吉布身边的一些人
被指控花费了数亿美元购买
珠宝、艺术品和奢华物业。但
所有人都否认有任何不当行
为。

马哈蒂尔证实，他已经下
令1MDB相关的调查文件不再
受《官方机密法》的限制。“我
们希望尽快调查清楚。这是一
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涉及
到很多人，涉及到很多决策，
洗钱活动必须进行调查，我们
必须联系美国、瑞士、新加
坡。”

纳吉布长期执政的国家
联盟意外落败，原因之一是公
众对腐败的反感。但纳吉布仍
旧否认对他的指控。他接下来
会面临什么？

据《独立报》报道，目前纳
吉布的住处已经被警方监控，
纳吉布可能被非正式软禁。有
消息称，纳吉布和妻子的银行
账户也被封锁。

据《新京报》

美驻以使馆“开张”或引爆中东火药桶
美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

冷，在巴以冲突中“拉偏架”无
益巴以和平，很可能鼓励以色
列在中东地区更加肆无忌惮。

当地时间 5 月 14 日，美国
驻以色列新使馆在耶路撒冷开
张，原本已陷入停顿的巴以和平
进程可能再生事端，甚至重新开
启巴以、阿以战争模式，叠加叙
利亚内战和以伊冲突，美国或引
爆中东火药桶。

若无美国迁馆，虽然巴以和
平进程陷入停滞，巴以冲突还是
风险可控的。自去年 12 月特朗
普宣布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以来，巴以冲突不断，阿拉伯世界
掀起反以反美浪潮。观察家注意
到，在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中，偏袒
以色列已成常态。从特朗普退出
伊核多边协议到美国大使馆迁到
耶路撒冷，特朗普不顾争议和全
球反对，为以色列背书，内中缘由
为何？是为了“美国优先”还是维
护美国犹太团体的利益？

答案不得而知。在中东地
区，特朗普的盟友除了以色列就
是沙特，利用以色列、沙特制衡
伊朗，由此改变美国在叙利亚美
俄博弈的弱势，也许是特朗普不
惜一切为以色列背书的理由。毕

竟，在反伊反叙方面，以色列是
美国最可信任和力量最强的中
东盟友。不过，特朗普在美国大
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方面，也是留
有退路的。一方面，和国际社会
猜想不同，不仅特朗普没有参加
美国新馆“开张”仪式，美国国务
卿也没有参加，只有副国务卿级
别的官员以及美国驻以大使参
加了仪式。另一方面，美国驻以
新大使馆只是原驻耶路撒冷总
领馆的“旧馆翻新升级”而非新
建馆。这也意味着，美国不愿意
过度刺激巴勒斯坦。

尽管如此，美国的做法仍足
以让以色列政府“感恩戴德”，虽
然也有一些国家愿意追随美国

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譬如巴
拉圭，但是大多数国家不愿蹚浑
水。巴勒斯坦放言，凡是到场参
加迁馆典礼的国家，都是侵犯巴
勒斯坦领土和权利的“共犯”，由
此亦显巴勒斯坦方面的愤慨。

美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在巴以冲突中“拉偏架”无益巴
以和平，很可能鼓励以色列在中
东地区更加肆无忌惮。由于美国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以色列
和伊朗已经开启战斗模式，加上
叙利亚内战，以色列纵横中东的
武力活跃度还会增加。因此，若
任性的美国放任任性的以色列，
中东火药桶大有被引爆的可能。

据《北京青年报》

印度网民热议莫迪说错话
最近，印度总理莫迪又因

“说错话”遭到民众“调侃”：在德
里等城市街头大量出现总理莫
迪的海报，称莫迪是一个“撒谎
的人”。海报中的莫迪双手合十，
一副拜佛求经的形象，海报标题
写着“撒谎的喇嘛”。

多家印度媒体猜测，莫迪在
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犯了太多
事实性错误，被反对派和历史学
家抓住了把柄。比如说，今年 5

月 3 日，在班加罗尔郊区的选举
集会上，莫迪指责西达德马亚政
府将该市从“硅谷”变成了“垃圾
之城和罪恶之谷”。但有人指出，
班加罗尔的确存在垃圾处理不
当的问题，但与莫迪的选区、全
球污染排名前 20 的城市瓦拉纳
西相比，实在不值一提。此外，莫
迪总理在卡拉布尼举行的选举
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 1948 年
击败巴基斯坦后，汤玛亚将军受

到当时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
的侮辱。”一些历史学家反驳称，
克里希纳·梅农 1957 年才任国
防部长一职，根本不可能在 1948
年出言“侮辱”汤玛亚。另外，在 5
月 9 日的一次集会上，莫迪还宣
称，国会中没有人曾在独立战争
期间看望两位被囚禁的著名战
士。这一点也很快被发现是错的。

国外关于莫迪说错哪些话
的讨论帖非常火热，内容涵盖政
治和经济的方方面面，看来莫迪
说错话也是老毛病了。

据《环球时报》

马来西亚政坛老将、92 岁
的马哈蒂尔 10 日晚宣誓就任总
理。这是马哈蒂尔 2003 年卸任
以来时隔 15 年再次执掌政权。

缘何获胜

9日的选举是马来西亚独立
以来的第14次大选。之前的13次
大选，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
统 )为核心的多党联盟从未失
手。然而，此前两次大选的结果
显示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联盟
国民阵线(国阵)受到了越来越大
的挑战。2008年，国阵失去了长
期保有的国会下议院三分之二
的议席优势；2013 年，国阵的总
得票率不及反对党联盟，只是凭
借单个议席选举中简单多数获
胜的选举制度，才得以在议席数
上占优继续执政。

有分析认为，纳吉布政府征
收的商品与服务税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民众的生活压力，而且
前总理纳吉布主导设立的国家
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
司”卷入巨额负债风波也在民众
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上述两点

都影响了国阵的支持率。
反对党阵营获胜还有一个

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哈蒂
尔的个人影响力。马哈蒂尔于
1981 年至 2003 年担任总理 22
年，是马来西亚任职时间最长的
总理。担任总理期间，他致力于发
展经济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至今
仍得到许多马来西亚人的尊敬。

政策走向

马哈蒂尔在就任总理后举行
新闻发布会。他说：“我们有很多
事情需要做，但经济和财政是主
要的事情，我们将聚焦于这两件
事情。”马哈蒂尔表示，政府将致
力于稳定本国货币汇率，振兴股
票市场，降低国家债务水平。他还
强调将履行竞选承诺，废除 2015
年开始征收的商品与服务税。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一项
分析认为，外界对马哈蒂尔政府
的具体经济政策知之甚少，废除
商品与服务税、恢复燃油补贴等
竞选承诺如果在没有其他补偿
措施的情况下实施，或将增加马
来西亚对石油相关收入的依赖。

马哈蒂尔表示，马来西亚会
与所有国家寻求良好关系，确保
马来西亚商品有尽可能多的市
场。马哈蒂尔就任总理后还多次
提到要打击腐败。

执政前景

马哈蒂尔重掌政权后将如
何组建内阁备受关注。11 日上
午与希盟成员党领导人举行会
议后，马哈蒂尔表示，一开始只
会成立一个规模较小的内阁，涵
盖财政部、国防部和外交部等 10
个必要的部门，其他部门则需要
继续讨论。

有分析指出，希盟各成员党
缺乏执政经验，如何确保执政稳
定对马哈蒂尔来说是个不小的
挑战。而且马哈蒂尔原本是巫统
和国阵领袖，和纳吉布分道扬镳
后才与曾被他革职的反对党领
袖、前副总理安瓦尔携手。他与
部分希盟成员党领导人在政坛
争斗多年，“老对手”能否“和谐”
共处也是个疑问。

马哈蒂尔表示，他可能执政
一至两年，辞去职务后将“在幕

后发挥作用”。他希望安瓦尔获
释后先出任希望联盟中一个政
党的党首，“与(联盟中)其他三个
政党党首一样的角色，不会有特
殊权力”。

根据希盟今年 1 月推举马哈
蒂尔作为总理候选人时的协议，
如果希盟胜选，马哈蒂尔将暂时
出任总理，而真正的总理候选人
是将于今年 6 月出狱的安瓦尔。
由于受到出狱后 5 年内不得参政
的法律限制，安瓦尔必须先获得
特赦，才有可能重返政坛。未来马
哈蒂尔如何处理与安瓦尔的关
系，势必将再次牵动马来西亚政
局走向。 综合新华社

马马哈哈蒂蒂尔尔

55月月1144日日，，在在加加沙沙地地带带与与以以色色列列接接壤壤的的边边境境地地

区区，，抗抗议议者者与与以以色色列列士士兵兵冲冲突突时时躲躲避避催催泪泪瓦瓦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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