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离任前的最后日子里，美
国总统奥巴马在内政和外交方面

“小动作”频频，与候任总统特朗
普不断较劲。这与两人去年 11
月 10 日就权力交接事宜举行首
次会晤时有关将竭力完成平稳交
接的承诺相悖。分析人士认为，
奥巴马的这一系列举措旨在限制
与本党政见相左的特朗普，保护
自己的执政遗产。

内政上阻击

内政方面，奥巴马政府过去
数周主要在环境保护和移民等方
面阻击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奥巴
马去年 12 月下旬在环保问题上
连出“重拳”，宣布禁止在大西洋
和北冰洋部分海域开采油气，并
不顾共和党强烈反对，新增两个
国家保护区，限制保护区附近的
油气开采。

为吸引中西部“铁锈带”选民
支持，特朗普曾表示将废除奥巴
马出台的“损害就业机会”的环境

和能源政策。但仅就奥巴马去年
12 月的两个环保举措来看，特朗
普要推翻前任环境政策的难度较
大。白宫已明确指出，特朗普要
推翻油气开采禁令，只能依靠冗
长的司法程序，而无法通过总统
行政令或国会立法实现。

奥巴马政府最近还正式废除
了小布什时期遗留的要求美国境
内男性穆斯林移民注册的出入境
登记系统。这一系统于 2011 年
停用，奥巴马此次彻底废除，使特
朗普将来新建类似系统时无蓝本
作参照。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在最后时
刻继续寻求转移古巴关塔那摩监
狱囚犯，以期使特朗普等共和党人
最终不得不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外交上制约

自民主党人卡特任总统时
起，很多美国总统会在任期最后
时刻推出所谓“子夜法例”和行政
令，以确保自己的政绩不被继任

者轻易推翻。但与前任总统着眼内
政遗产不同的是，奥巴马此次在外
交政策上也接连向特朗普出招。

去年 12 月 29 日，奥巴马以俄
罗斯通过网络手段干预美国总统选
举为由对俄进行制裁，宣布驱逐 35
名俄外交人员。12 月 23 日，联合
国安理会就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
居点活动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奥巴
马政府一改以往在定居点问题上动
用否决权庇护以色列的做法，投弃
权票为该决议放行。

关于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选
举，特朗普至今与美国政界的主流
看法相左。他还数次赞扬俄总统普
京，与华盛顿政治圈目前盛行的反
俄思潮背道而驰。在巴以问题上，
特朗普暗示自己或将背离国际社会
共识，将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
迁至以色列单方面主张的首都耶路
撒冷。他提名的美国驻以大使支持
以色列定居点活动并强烈反对以

“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
观察人士指出，奥巴马在外交

上制约继任者，主要是回应特朗普

在美俄关系及巴以问题上的姿态。
在美俄关系方面，尽管特朗普可以
将前任通过行政令发布的对俄制裁
一笔勾销，但这意味着否定美国情
报界的分析并与国会直接对抗，特
朗普因此将在执政初期面临是否要
承担巨大政治风险的难题。在巴以
问题上，尽管美国国会议员大多反
对奥巴马政府停止庇护以色列的做
法，但特朗普新政府若要改变风向，
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未来分裂加剧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在对俄
制裁和安理会涉以决议投票问题上
并未与特朗普团队充分沟通，而特
朗普在安理会投票前公开要求奥巴
马投否决票，出现美国政界罕见的
现任总统与候任总统公开叫板的

“双总统现象”。
此外，奥巴马近日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称，若没有宪法限制自己可
以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他将肯定
可以击败特朗普。特朗普则立刻指

责奥巴马利用“煽动性”言论和政策
障碍造成权力交接不畅。

2016 年大选被认为是美国总
统选举历史上“最分裂”的选举之
一。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在大选后
表示要努力弥合党派分歧，但分析
人士指出，两人在权力交接期间的
摩擦或预示着未来美国将出现更加
分裂的政治局面。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小
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彼
得·菲弗告诉记者，奥巴马和民主党
过去 8 年大力推进革新，奥巴马本
人又尤其重视“身份政治”，除传统
白人外，美国其他族群都因身份和
利益结合在了一起。这进一步加剧
了本已严重的美国党派分歧和政治
极化现象。

菲弗认为，特朗普的胜选一定
程度上是白人群体和共和党保守派
对过去 8 年奥巴马政策的一种强势
回应，即特朗普也激起了另一方的

“身份政治”意识，其结果将是更加
分裂的美国政坛和社会。

新华社华盛顿1月2日电

美国出现罕见“双总统现象”
权力交接，奥巴马“使绊”特朗普

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总编办主办 编辑:倪霁国际新闻A8

本社地址：和平中路 413 号报业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 213004 日报总编办公室 86602107 监督举报电话 88066053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 86602046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041001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月 2 日
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
哀悼，向埃尔多安总统、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中方强烈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坚决反对一
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土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防
范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2 日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发
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
姆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耶尔德勒姆总理、遇难
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李克强向土耳其总理致慰问电

就土耳其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习近平向土耳其总统
致慰问电

有人说，爱情应该顺从你的心。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其实爱情也得听
从大脑，大脑可以控制爱的浓淡。因
此，遭遇情伤时完全有法子主动走出
来。密苏里大学和伊拉斯谟大学的研
究人员认为，爱情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浪漫式爱情，是激荡的、强烈的、迷
恋的；另一种是伴侣式爱情，是平稳
的、现实的、依恋的。

研究人员招募27名志愿者，通过
调查问卷了解他们的爱情感受和关
系。结果显示，大多数志愿者表示，当
他们对另一半的感觉是依恋而非迷恋
时，对感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

研究第二部分，研究人员另外招
募两组志愿者，各 20 人，第一组正陷
于浪漫式爱情中，第二组近期刚与伴
侣分手。完成同样的 17 题调查问卷
后，研究人员又让他们看30张伴侣或
前伴侣的照片，让他们想起对方的好
或坏，并关注他们的晚正电位脑电
波。结果显示，当志愿者多想伴侣或
前伴侣的好时，晚正电位脑电波加强，
志愿者感觉更爱对方；相反，如果多想
一些对方的坏，晚正电位脑电波变弱，
爱意转淡。

研究结果刊载于《科学公共图书
馆·综合》。 据新华社微特稿

爱情浓或淡
其实你能控

法国内政部 1 月 1 日说，刚刚过
去的跨年夜，全国650辆汽车被烧，比
去年同一时间增加48辆。

跨年夜焚烧汽车在法国已经几乎
成为一种迎接新年的“仪式”，5年以来，
新年前夜遭焚烧的汽车数量上升了
20％。当局说，2016年最后一夜，法国
发生了一些扰乱公共秩序事件，不过没
有重大案件，警方逮捕了454人。

在多次发生重大恐怖袭击的法
国，为防范跨年夜出现这类案件，政府
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超过10万名警察、
军人、消防员和民防人员。

新华社微特稿

650辆车被烧
法国如此迎新年

2016 年 12 月 31 日深夜，
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一名
男子闯入一场家庭跨年聚会，
对人群开枪射击，导致包括这
名男子前妻和儿子在内的 12
人死亡、3 人受伤。这名男子
事后饮弹自杀。

路透社援引圣保罗州警方
的话报道，这名男子名叫悉内
伊·拉米斯·德阿劳若，现年 46
岁，是实验室技术员。

德阿劳若离婚后，一直对
现年 41 岁的前妻心怀不满。
12 月 31 日深夜，德阿劳若来

到坎皮纳斯市的一户民宅，翻
过院子围墙，破门而入，向正在
举行家庭跨年聚会的人群扫
射，他的前妻和年仅 8 岁的儿
子当场死亡。

警方说，3 名伤者眼下在
医院接受治疗，另有 4 人毫发
未损躲过枪击。事发时，一名
参加聚会的人藏到浴室并报
警，没有受伤。据幸存者回忆，
德阿劳若在射击中还痛斥前妻
带走了儿子。

邻居克里斯蒂亚诺·马沙
多告诉当地媒体，听到枪声时，

误以为是在放烟花。“我们一家走
出家门本想欣赏一下烟花，却发
现一个满身是血的人跑进院子，
向我们求救。”

警方说，除一支 9 毫米口径
手枪和两个弹匣外，德阿劳若当
晚还携带了炸药和刀具等武器。
袭击中，德阿劳若未使用炸药。

警方尚不确定德阿劳若此前
是否有暴力史，以及他是否曾对
前妻进行过人身伤害和威胁。

在巴西，抢劫、贩毒等犯罪事
件不少，但是大规模枪击事件不
多见。调查人员在德阿劳若停在

遇袭民宅外的车上发现了一部手
机和录音机等物品，将对它们进
行分析以便对本案作进一步调
查。

新年前，巴西还发生了另一
起涉及外交官的情杀案件，引发
关注。2016 年 12 月 26 日，希腊
驻巴西大使基里亚科斯·阿米里
迪斯遭一名巴西警察杀害。这名
警察是阿米里迪斯妻子的情人。
巴西司法部门眼下已逮捕包括阿
米里迪斯妻子在内的 3 名嫌疑
人。

新华社专特稿

前妻和年仅8岁的儿子当场死亡

巴西男子跨年聚会杀害12人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1 月 2 日电（记者贺灿铃）据土耳其
《自由报》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日发布声明，宣称对
1日凌晨的伊斯坦布尔夜总会恐袭事件负责。

1 日凌晨，一名枪手闯入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一家名为
“雷纳”的夜总会，向正在庆祝新年的数百人开枪扫射，然后
趁乱逃离。目前警方正对枪手展开大规模搜捕。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 1 日说，此次恐怖袭
击已造成 39 人死亡、69 人受伤，其中 4 人伤势严重。另据
媒体报道，遇难者中超过 20 人被确认为外国人。中国驻
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目前尚未收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消
息。

自 2015 年夏季以来，土耳其出现新一轮恐袭高潮，造
成至少400多人丧生。土当局把袭击主要归咎于反政府组
织库尔德工人党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宣称：

土耳其袭击事件
是其所为

新华社纽约 1 月 1 日电 2017 年
伊始，美国罗得岛州关于禁止私人持
有和售卖鱼翅的法律规定正式生效。
至此，美国已有11个州对鲨鱼采取专
项保护措施。

2016年6月，罗得岛州州长吉娜·
雷蒙多签署法令，规定除用于科学研究
或整只鲨鱼的正常消费外，任何人不得
持有和贩卖鱼翅，否则将依法论处。

鱼翅是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美
食与药材原料，其价格远高于鲨鱼
肉。为获取高额利润而造成的鲨鱼过
度捕捞，影响生态平衡，并导致一些稀
有种类濒临灭绝。

2010年，美国夏威夷州率先实施
禁售鱼翅令。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希望
此举有助于恢复全球日渐减少的鲨鱼
种群数量。

美国罗得岛州——

禁止售卖鱼翅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 日电（记者刘阳）美国南部城市迈
阿密 1 日晚间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 7 人受伤，其中 3 人
为未成年人。

据迈阿密媒体报道，当天在迈阿密市小河区，一辆汽车
路过一处民居时，车内有人开枪将房屋前的7人打伤，其中
一名17岁的未成年人有生命危险。

当地警方说，凶手目前仍在逃，希望有线索的市民与警
方联系。

7人受伤

美国迈阿密发生枪击事件

新华社东京 1 月 2 日电（记者华义）日本一项最新研究
认为，紫色光能抑制近视，考虑到通常室内缺少紫色光，这
一发现或有助于开发预防和治疗近视的新方法。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国际学术
刊物《EBioMedicine》上报告说，现在全球近视人口不断
增加，有一些研究指出室外环境有助于抑制近视，但具体作
用机制尚不清楚。该校医学部的研究人员注意到，波长在
360 到 400 纳米之间的紫色光在室外环境中很充分，而在
室内通常很少。

研究人员利用小鸡进行动物实验发现，患有近视的小
鸡如果生活在紫色光环境中，其体内抑制近视的基因
EGR1的表达会增强，小鸡眼轴长度的增加幅度变小，即近
视症状得到控制。

此外，在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了佩戴不同眼镜者
的情况，发现与使用不能透过紫色光的隐形眼镜和普通眼
镜的人相比，使用能透过紫色光的隐形眼镜的人近视症状
得到抑制。

研究小组说，由于日常使用的照明设备缺乏紫色光，紫
色光通常也不能透过普通眼镜和玻璃等物品，因此现代社
会人们生活在缺少紫色光的环境中，这可能与全球近视人
口增多有关。

本次发现有助于发明预防和治疗近视的新方法，控制
全球近视人口的增长。

新研究认为：

紫色光能抑制近视
1月2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人们围观爆炸现场的汽车残骸。伊拉克内政部官员2日说，首都巴格达东部萨德尔城当天上午发生一起

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5人死亡、61人受伤。除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外，周围店铺和市场也在爆炸中严重受损。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制造了这
起袭击事件。 新华社／路透

新 华 社 首 尔 1 月 2 日 电
（记者耿学鹏 杜白羽）韩国警
察厅 2 日确认，“亲信干政”事
件核心人物崔顺实的女儿郑某
在丹麦被拘捕。

韩联社报道，丹麦执法部
门向韩国警方通报，丹麦警方
当地时间 1 日以非法居留为
由，在奥尔堡市一处住宅内拘

捕了郑某等4人。
郑某现年 20 岁，是“亲信

干政”事件焦点人物之一，涉嫌
借助其母崔顺实与韩国总统朴
槿惠的个人关系，走后门进入
韩国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并在
上学期间受到校方特殊照顾。

由于郑某此前一直在国外
并拒绝回国接受调查，负责调

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独立检察组
上月底曾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出
红色通缉令。

独立检察组表示，正联系有
关机构，寻求尽快引渡郑某。按
照警方人员说法，国际刑警组织
目前尚未对郑某发出红色通缉
令，丹麦警方按规定最长可拘押
郑某72小时。

“亲信干政”事件独立检察组
上月21日正式启动调查以来，迅
速推进相关工作，包括传唤多名
涉案人员及搜查多处相关场所。
韩国媒体报道，涉及郑某一案，检
察组上月突查了梨花女子大学涉
案人员的办公室和住宅，同时拘
留了梨花女子大学一名涉案教
授。

曾走后门进入韩国名校梨花女子大学

韩国“亲信干政”主角崔顺实之女在欧被拘

1月1日，市民挑战冰冷的海水。
当日，温哥华举办每年一度的元旦北极熊冬泳活动，吸

引超过两千名市民参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