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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杜罗当选容易当家难 意大利马鹿骤增
农民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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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20日晚发布当天总统选举初步
计票结果，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以三倍于第二名候选人
的得票数胜出，获得连任。

美国、欧洲联盟和多个拉丁
美洲国家不认可选举结果。美国
威胁“加码”对委经济封锁，考虑
制裁委石油业。马杜罗下一届6
年任期任务艰巨。

支持来自底层

选委会主席蒂比赛·卢塞纳
20日晚宣布，92 . 6%的选票统计
完毕，马杜罗获超过582万票，进
步前哨党主席亨利·法尔孔182
万票，宗教人士、企业家哈维尔·
贝尔图奇95万票。此次投票率略
超46%。而2013年、即上一届总统
选举投票率将近80%。本次投票
率低，部分原因是主要反对党呼
吁选民抵制选举。一些反对派支
持者认为，抵制投票反而抬高马
杜罗胜选几率。

路透社报道，从首都加拉加
斯东部富裕社区到靠近委内瑞拉
与哥伦比亚边界的偏远山区，投
票站总体比上届选举冷清不少。
但在一些政府支持者较多地区的
投票站，选民排长队等待投票。接
受采访的选民大多支持马杜罗。

在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巴

伦西亚，现年49岁的卡洛斯·林
科内斯说：“我饿着肚子，没有工
作，但我还是选马杜罗。”林科内
斯指责当地右翼企业主故意囤
积食品，致使物价飙升。

新任期路不平

马杜罗现年55岁，曾任已故
前总统乌戈·查韦斯的副手，查
韦斯2013年3月因癌症去世后当
选总统。新一届总统任期为2019
年至2025年，面临的障碍不比第
一届任期少。

委内瑞拉是世界最大产油
国之一，九成以上外汇收入依赖
石油出口，但过去5年经济持续
衰退，石油产量下降。马杜罗指

责美国政府持续制裁并与委国
内右翼反对派合谋对左翼政府
发起“经济战”，把国家拖入困
境。失望的民众一方面指责马杜
罗政府治理不当，一方面指责反
对派阵营分裂，没能提出帮国家
解脱困境的有效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加
紧对委施加经济和金融制裁。食
品和药品持续短缺使民众不满
情绪累积。反对派联盟去年春天
组织新一轮街头示威，引发暴力
冲突，致125人死亡。在近期一次
公开讲话中，马杜罗显现扭转局
面的信心：“5年前，我是新手。现
在，我已站住脚，有对抗寡头政
治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我比

以前更强。”对马杜罗而言，让国
家摆脱经济困境是一项“艰巨任
务”。反对党控制的委国民议会
本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去年本
币玻利瓦尔贬值99%，通货膨胀
率达13779%。

美国威胁加压

由秘鲁、加拿大、巴西、哥伦
比亚、巴拿马等14个美洲国家组
成的“利马集团”21日发表联合
声明称，不承认委内瑞拉总统大
选结果并宣布集体召回驻委大
使以示抗议。“利马集团”当天
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不符合
实现自由、公平、透明民主进程
的国际标准”。除召回驻委大使，
这一地区集团将召见委驻各成
员国的外交使节。

美国、欧洲联盟和多个拉丁
美洲国家不承认选举结果。美国
威胁“加码”对委经济封锁，考虑
制裁委石油业。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主席罗
德里格斯要求与“利马集团”进
行对话。他说，委内瑞拉希望与

“利马集团”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
基础上发展外交关系并进行对
话。他还要求“利马集团”在国际
法框架内行动，尊重委内瑞拉人
民的真实意愿和 5 月 20 日委总
统大选结果。 综合新华社

作为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滑
雪胜地，科尔蒂纳丹佩佐的农
民如今却因为马鹿的爆炸式繁
殖，不得不为生计发愁。据统
计，科尔蒂纳丹佩佐所在的威
尼托大区现在大约有1 . 4万只
欧洲马鹿。牧民们说，现在鹿太
多了，它们一夜之间就能啃去
一大片草地。而且鹿在牛吃草
的地方排便，会给牛群带来寄
生虫和感染问题。长期下去，农
场迟早要关闭。农民们还抱怨
说，大量鹿群正在吸引狼的到
来，狼袭击家畜的次数增多。

据悉，欧洲马鹿数量剧增
是传统农业衰落和山区农场废
弃造成的，曾经放牧过羊和牛
的高山牧场被林地所取代。专
家表示：“林地是鹿的理想栖息
地。100年前，草场更多，可以饲
养牛羊，而现在森林又回来
了。” 据《环球时报》

登顶珠峰22次
尼泊尔向导刷新纪录

尼泊尔登山向导卡米·里
塔·夏尔巴近日第22次登上珠
穆朗玛峰，创下个人登顶珠峰
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994年卡米24岁时首次登
顶珠峰，之后几乎每年登顶珠
峰一次。今年这次登顶让他以
一次优势领先另外两名尼泊尔
登山者，成为世界上登顶珠峰
次数最多的个人。卡米的这两
名同胞目前已经退役。卡米一
家都是登山好手。他的父亲是
尼泊尔第一批职业登山向导之
一，他的哥哥曾经登顶珠峰17
次。卡米家大部分男性成员至
少登顶珠峰一次。卡米登顶当
天，在美国居住的尼泊尔女性
拉克帕·夏尔巴第9次登上珠
峰，成为全世界登顶珠峰次数
最多的女性。 据新华社

日本大学毕业生
不愁找工作

日本2018年春季毕业的应
届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8%，比
去年同期增加0 . 4个百分点，并
连续7年保持上升态势，创历
史新高。日本进入大学毕业生
几乎人人都能找到工作的“完
全就业”时代。

尽管职业、公司规模不
同，但以毕业生为优先的“超
级劳方市场”在今后将会持
续。文部科学省分析认为：“经
济状况持续恢复，使得企业用
人需求不断提升。”报道称，伴
随着日本大学生进入“完全就
业”时代，很多大学生认为，在
劳方市场下，总能拿到录用通
知，所以不少学生并不着急找
工作。之前学生都会参加至少
几十家企业的招聘会，而现在
一般也就参加十几家。

据《环球时报》

20日，马其顿总理扎埃夫表
示，他准备为该国申请一个新名
字“伊林登斯卡马其顿共和国”，
以解决与希腊的名称争端。

其实两国的名称争端要追
溯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时，独
立的马其顿继续沿用南斯拉夫
时期的称谓“马其顿共和国”。然
而在希腊看来，没了南斯拉夫为
依托，马其顿这个名字应属于作
为古希腊文明的古马其顿帝国，
同时还与希腊现在北部马其顿
省同名。而且，曾统治过希腊北
部马其顿省的古希腊国王亚历
山大大帝也被马其顿当作文化
遗产。因此希腊十分不满，两国
开始交恶。25年来，马其顿国名
争议成为影响它同希腊外交关
系的最大绊脚石。

今年1月，希腊总理齐普拉
斯和马其顿总理扎埃夫出席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商议在7
月11日北约峰会前协商出马其
顿的新国名。为向希腊示好，马
其顿也将对以亚历山大大帝命
名的机场与主要干道进行更名。
当时提出了5个马其顿新国名，
即在该国国名之前加上“上”

“新”“北”等字眼，但希腊民众
只要看到马其顿就摇头，而马
其顿也不满意。本月，齐普拉斯
与扎埃夫达成协议，拟将马其
顿国名改为“伊林登斯卡马其顿
共和国”。然而两位总理返回本
国寻求在野党派支持时，均遭到
强烈反对。

有媒体预测，扎埃夫很可能
难以达成国会23席次支持的修
宪门槛，马其顿加入欧盟与北约
的议题可能再度被搁置。当前，
关于国家名称的谈判正在进行，
至今没有诞生一个双方都满意
的方案。 据《环球时报》

马其顿曾
多次尝试改名

近日，英国哈里王子与未
婚妻梅根·马克尔的婚礼在温
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按
照皇室传统，梅根将在成婚后
成为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并在
指定的慈善机构里担任公职人
员。但除此之外，哈里夫妇两人
没有履行皇室职责的固定工作
岗位。于是，不少人好奇：这俩
人婚后该怎么挣钱呢？

其实，这对夫妇不必担心
每月的租金和水电费等生活
费，因为他们将继续住在肯辛
顿宫内，并由英国纳税人替他
们支付生活账单。

英国每年会花费纳税人数
百万美元来养活皇室。英国议
会可能会在 2018 年至 2019 年
间向伊丽莎白女王提供超过
1 . 09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皇室

成员履行皇室职责。哈里夫妇
也将在这笔钱中获益，以保证
肯辛顿宫的“物业”正常运行。

作为一名有军衔的“富二
代”，哈里王子的收入来源其实
比较多元化。黛安娜王妃在遗
嘱中给两个儿子留了一笔可观
的信托基金。2014年，按照王妃
的遗嘱，哈里在自己的30岁生日
上继承了1000万英镑(约合人民
币8600万)的遗产。而查尔斯王
子作为康沃尔公爵，掌管着价
值约为12亿美元的康沃尔公国
及其133658英亩土地上的所有
地产和投资。虽然按照继承规
定，查尔斯王子的基金将由威
廉王子继承，但康沃尔公国的
年收入盈余还是可以跟自家兄
弟分个成。2016年，这笔盈余高
达2700万美元。

当然，哈里王子并不是只
会“啃老”，他还可以从军队中
拿薪水。他曾作为英国空军直
升机驾驶员两次出征阿富汗，
服役十年后，哈里王子荣升上
校，拿到了平均每年45000美元
的薪水。不过，这笔钱有没有被
花掉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方面，梅根的挣钱能
力也毫不逊色。前不久，梅根出
演了《金装律师》第七季，这部
剧给她的片酬是每集 5 万美
元。虽然她表示不再继续出演

《金装律师》，但只要该剧重播，
她就能不断从中捞钱。据《城里
城外》杂志报道，她还能通过自
己的博客和与加拿大服装零售
商的合作获得 8000 美元的额外
收入。总而言之，这对新婚夫妇
不差钱。 据《新京报》

哈里王子和梅根大婚后靠啥挣钱？

近日，美国参议院以54票对
45票的表决结果批准吉娜·哈斯
佩尔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首任
女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位女中情
局长。吉娜·哈斯佩尔于 1985 年
加入美国中情局，在其后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吉娜·哈斯佩尔负
责俄罗斯方面的情报工作。到现

在为止，她有 33 年的特工经验。
中情局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也是
她唯一做过的工作。

不过这位中情局长却是个
极具争议的人。哈斯佩尔曾多次
在海外担任中情局站点负责人。
据报道，2002年她曾负责中情局
在泰国的一家监狱，而在那里，
哈斯佩尔对911事件后的恐怖主
义嫌犯严厉审讯，包括使用水刑
在内的酷刑。水刑通常是用水来
造成人窒息、快要溺毙、水中毒、
失温等的刑讯方式。

哈斯佩尔另一个极具争议
的问题是她不仅使用酷刑，还涉
嫌销毁相关刑讯录像。2005年，就
在美国参议院宣布调查政府狱
中涉嫌刑讯逼供之前，中情局销

毁了一批酷刑审讯的录像。
一直以来，外界有传言认

为，录像中有哈斯佩尔在泰国监
狱中发生的事情。哈斯佩尔在听
证会上否认：“我不在录像中。”
她解释称，中情局销毁是因为担
心录像被公开会危及那些秘密
特工的人身安全。

尽管哈斯佩尔提名中情局
长候选人后面临诸多质疑，好在
特朗普对她信心不减。特朗普
说：哈斯佩尔“因为对恐怖分子
太苛刻而受到批评”。之所以力
挺她是因为在对待恐怖分子施
以重刑的问题上，特朗普从来没
有掩饰过他的观点：他相信水刑
有效，可以用它“以毒攻毒”。

据新京报网

职业特工出身的美国首位女中情局长

55 月月 2200 日日，，委委内内瑞瑞拉拉总总统统马马杜杜罗罗出出席席在在加加拉拉加加斯斯举举行行的的集集会会。。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吉吉娜娜··哈哈斯斯佩佩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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