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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
会 10 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哈现
任总统托卡耶夫在 9 日举行的总统
选举中以超过70％的得票率大幅领
先其他候选人，当选已成定局。

分析人士认为，凭借丰富的从
政经验以及来自哈首任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的信任与支持，托卡耶夫的
当选符合此前民调预期。预计托卡
耶夫今后将继续奉行纳扎尔巴耶夫
时代的多元外交政策，而发展经济，
特别是推动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改
善单一的经济结构，将是托卡耶夫
的首要任务。

高票当选情理之中

早在总统选举前，哈萨克斯坦
多个民调就显示，托卡耶夫高票当
选的可能性非常大。舆论认为，纳
扎尔巴耶夫以及执政党祖国之光党
的全力支持、托卡耶夫本人的社会
威望和丰富的从政经验，都为其胜
选奠定了基础。

纳扎尔巴耶夫今年3月19日宣
布辞去总统职务，其任期原本应于
2020 年 4 月结束。3 月 20 日，时任
议会上院议长的托卡耶夫依照宪法
宣誓就任总统。托卡耶夫 4 月 9 日
签署总统令，将哈总统选举日期提
前至今年6月9日。

分析人士指出，与代表其他政党
参选的候选人相比，受纳扎尔巴耶夫

推荐、代表执政党祖国之光党参选的
托卡耶夫，无论是从拥有的政治资源
还是从民众支持率来看，都占有绝对
优势。托卡耶夫此次成功当选，实现
了哈政权的平稳过渡，有助于维护社
会稳定和持续吸引外部投资。

首要任务发展经济

哈萨克斯坦 1991 年独立后，得
益于纳扎尔巴耶夫制定的资源立国
政策，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
济总量增加 15 倍，居民收入增加 9
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中高收
入国家水平。然而，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下跌对依赖资源出口的哈经
济带来很大冲击，影响并制约哈经济
发展的诸多问题也日益显现。

托卡耶夫曾在竞选纲领中明确
表示，当选后的优先任务就是增加
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并确
保经济持续增长。

分析人士指出，纳扎尔巴耶夫
此前辞去总统职务并退居二线的重
要考量之一，正是希望让更具能力
的领导人来治理国家，使哈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难题得到真正解决。

多元外交政策不变

无论从经济实力、国际地位还
是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哈萨克斯坦
都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随

着托卡耶夫当选，哈今后将奉行什
么样的外交政策，成为舆论关注的
另一个焦点。

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托卡耶夫
上台后将继续奉行纳扎尔巴耶夫时
代的多元外交政策，同中国、俄罗斯、
欧盟、美国等各方积极发展关系，为
哈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前驻哈大使姚培生告诉记
者，托卡耶夫在撰写的多部关于哈外
交政策的专著中，强调了发展对华关
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托卡耶夫与中
国渊源很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
通”。他 1983-1984 年曾在北京语
言 大 学 专 门 进 修 过 汉 语 ，1985-
1991 年先后任苏联驻华使馆二秘、
一秘，一共在中国待过有八年之久，
汉语十分流利。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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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是恶作剧，英国
首相热门竞争人选、前外
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居
然挂掉了美国总统特朗
普的电话。

在英国《星期日泰晤
士报》9日公布的采访中，
约翰逊讲述了与特朗普
之间的一个“小插曲”。

据 约 翰 逊 描 述 ，上
周，他接到一个自称从英
国首相府总机打来的电
话。在接起电话后，他听
到一个略带爱尔兰口音
的人说“这里是唐宁街10
号总机，我们为您接通美
国总统”。

但还没等接通，约翰
逊便挂断了电话。

他解释说，以为这是
一场恶作剧。

随后，为了求证特朗
普是否真的试图给他打
电话，约翰逊拨打了唐宁
街10号的电话。

“确定是总统，”约翰
逊向《星期日泰晤士报》
说，他从唐宁街 10 号得
到了肯定的答案。

其实，约翰逊的怀疑
也有一定原因。《新闻周
刊》说，他去年接到过一
个恶作剧电话，对方谎称
自己是亚美尼亚新一届
总统萨尔基相，约翰逊与
对方聊了18分钟。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 4 日，当时正在
访英的特朗普与约翰逊
通了 20 分钟电话，谈及
英国“脱欧”、新任首相竞
选等多个话题。据约翰
逊助手透露，特朗普当天
在电话中还邀请约翰逊
一对一会谈，然而约翰逊
以竞选活动为由，拒绝了
特朗普的邀请。这名助
手还说，通话“友好且富
有成效”。

据环球网

以为是恶作剧

英首相候选人
挂了特朗普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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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言是时代发展洪
流中人类思想的精华和智慧
的结晶，它就像一面明镜，映
射着生活中的真理，揭示了
生命的意义；又像一座灯塔，
照耀着前进的道路，陪伴着
人们前行。品读名人名言，
可以让我们在浮华的现实中
找寻心灵的支撑，也可以点
燃青春的热情、激发奋斗的
勇气。

书海浩瀚，语林苍茫，一
句经典的名人名言，不为时
代和国别限制，也不受行业
和领域的拘束，运用在彩票
上，也毫无违和感，富有哲理
地揭示了购彩的真谛。

幸运并非没有恐惧和烦
恼，厄运并非没有安慰与希
望。

——培根
培根的《论厄运》中，将

幸运与厄运放在一起进行对
比。幸运并非都是美妙的，
有时候，要经历一些困苦才
获得它，就像刺绣，正面是令
人赏心悦目的图画，而反面，
却是五彩线条无规律交错成
图，并未赢得人们的欢心。
同理，厄运也并非都是可怕，

当你遭遇厄运时，会收获坚
忍、安慰和希望，所以，不要
害怕厄运，也许，它能带给你
更多的美丽。

这是一种不同角度看待
事物的淡然，幸与不幸共同
组成人生。其实，世间没有
绝对的幸运与厄运，看问题
的方式不同,结果也可能就
不同。对许多彩民来说，购
彩无非就是“中或者不中”，
对此，我们不妨用四百多年
前培根的话来看待——

幸运并非没有焦虑与烦
恼，遗憾并非没有期待与希
望。

如果中奖就是幸运，那
么这份幸运也难免伴随着一
些焦虑与烦恼：许多彩民在
得知中奖后，兴奋得睡不着
觉；或者担心彩票找不到、保
存不好；还有的彩民全副武
装领奖，又不愿透露自己的
信息，担心被人得知自己中
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
不中奖就是遗憾，也并不需
要过分失望和气馁，毕竟对
于概率性的游戏来说，下一
次仍然有很大的期待和希
望。总之，美好的生活要自

己创造，购彩则是奋斗路上
一处美好的风景。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者也。

——孟子
孟子以性善论对生死观

进行了一场深入的探讨，鱼
和熊掌之于生命和正义，如
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
到的话，孟子会放弃鱼而选
取熊掌，牺牲生命而选取道
义。

但生活处处充满选择，
其实有时选择一方并不意味
着一定要舍弃一方，或许二
者也可兼得——

大奖，我所欲也，公益，
亦我所欲也。二者可以兼
得，买张彩票就行。

彩票，许多不了解的人，
对它有着片面的认知，认为
买彩票就是为了中奖的，殊
不知，彩民购彩的资金被分
为了三部分：返奖、公益金和
发行费，其中，彩票公益金用
于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

事业，包括举办残疾人（包括
视力、听力语言、肢体、智力
残疾和精神病人）、老年人

（主要是社会孤老）、孤儿的
社会福利和康复事业，帮助
有困难的人，即“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

在许多中奖彩民的领奖
感言中，我们常常能够听到

“把买彩票当成生活的调味
剂，中奖是幸运，不中奖全当
做公益”这样的话。彩民每
买一张 2 元双色球彩票，就
有 0.72 元会汇入福彩公益
金，可以说，这张彩票，不仅
能为自己带来一份大奖的希
望，也能助力公益事业帮助
更多人，岂不是两者兼得？

名人名言透视着购彩的
真理，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名
人名言，让广大彩民朋友正
视购彩、健康购彩，坚持“理
性购彩、量力而行”“多人少
买”的购彩理念。心有阳光，
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

据中国福彩网

名人名言透视购彩真理

6 月 9 日，武进中福在线
阳湖广场销售厅传出中奖喜
讯：一彩民喜中“连环夺宝”游
戏全国累积奖25万元。

当天正值端午假期的最
后一天，彩民吴先生（化名）早
早来到厅里“过节”。一开始
没什么起色，在 9 号终端机投
注的他边打边摇头。过了一
会儿，游戏进入第二关，屏幕
上哗啦啦落下一大片金灿灿
的黄色猫眼石，炸开后显示有
20 个，他轻松地将 25 万元大
奖收入了囊中。

厅内彩民闻讯纷纷前来
祝贺：“前几天爆机没爆满，这
次终于奖池满满，打了漂亮的
一仗！”

据悉，截至目前，武进中
福在线今年已中出 18 个累积
大奖，累计中奖金额370余万
元。 杨红

武进彩民端午假期

喜中“连环夺宝”
25万元大奖

6月9日，托卡耶夫在投票站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