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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官员证实，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 4 月 29 日、30 日先
后给菲律宾总统、泰国总理和新
加坡总理打电话，谈及朝鲜半岛
局势，并邀请这3人访美。

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
里伯斯说，上述通话主要是为了
确保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在对
待朝鲜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联络盟友
4月29日晚，特朗普与菲律宾

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通电话。
按白宫的说法，特朗普在通

话中邀请杜特尔特访美，双方“就
美菲同盟重要性展开讨论。目

前，这一同盟关系正向非常积极
的方向发展”。

菲律宾政府 4 月 30 日说，两
国元首会谈“热情”。特朗普承诺
美方致力于发展两国同盟关系，
双方还谈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4 月 29 日与特朗普通话前
几小时，杜特尔特告诉媒体记
者，他会劝说特朗普避免促使朝
鲜半岛出现战事，因为那会给整
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影响，“我会
这样说，‘总统先生’，请务必别
发生战事，因为我所在的地区将
会遭殃”。

4 月 30 日，特朗普又分别致
电泰国总理和新加坡总理，同样

谈及朝鲜半岛局势。

统一步调
西方媒体报道，特朗普此番联

络美国在亚洲盟友也是挺住了国内
一些反对声音。

其一，泰国是美国的长期盟友，
但自泰国军人政府上台以来，美泰
关系转冷。

其二，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
马曾指责杜特尔特政府在打击毒品
犯罪中不尊重“人权”和“法治”，引
发杜特尔特强烈不满。

不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
斯 4 月 30 日在做客美国广播公司

《本周》栏目时强调，目前美国外交

政策的头等大事是朝核问题。
“我们需要与这一地区尽可能

多的伙伴合作，从而确保大家保持
一致，”他说，“这样一来，一旦朝鲜
发生什么事，我们便可让各方都支
持一份行动计划，这需要地区伙伴
共 同 出 力 ⋯⋯ 我 们 必 须 意 见 统
一。”

多方努力
最近一段时间，朝鲜半岛局势

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美
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正在
朝鲜半岛附近水域与韩军举行联合
军事演习；今年以来，朝鲜多次试射
导弹；朝鲜近期会否进行第六次核

试验也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此番联络盟

友是否意味着美方即将对朝鲜采取
进一步行动，但美国康奈尔大学法
学院国际法专家延斯·戴维·奥林分
析，美方最新举措或许仅仅为了尽
可能多地争取地区国家支持，从而
就朝核问题达成一致。

奥林说：“现在唯一可行方案
是，利用多边力量，而非单挑。”

美国前财政部制裁专家亚当·
M.史密斯说，处理伊朗核问题的经
验是，越多国家参与施压，其效果越
显著。“我认为，多边努力是一个好
开端。”

新华社专特稿

协调对朝政策

特朗普联络亚洲盟友

据新华社首尔 5 月 1 日电（记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庆
尚南道巨济市三星重工的一处造船厂1日发生起重机倒塌
事故，致5人死亡，10多人受伤。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日下午2时50分左右，造船
厂里正在作业的塔式起重机与大型龙门起重机发生碰撞，
塔式起重机随后倒塌在正在建造的船舶上。

韩国三星重工一造船厂起重
机倒塌

致5人死亡

新华社微特稿 在右手当道的世
界里，左撇子的确有点不方便。英国
一项调查显示，左撇子开车出事故的
几率更高。

“优先权车辆保险”公司（Privi-
lege Car Insurance）调查显示，28％
的左撇子曾收到过超速罚单，惯用右手
者只有19％。另外，左撇子发生严重交
通事故的几率较大，从总体来看，人的
60年驾驶生涯中，左撇子平均出现9次
严重事故，惯用右手者为8次。

调查报告说：“惯用右手者是道路
统治者，他们开车更安全。不过，左撇
子们考驾照时更容易一次通过，另外，
他们出现小剐蹭的几率也小。”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心理学家贝
姬·斯佩尔曼的话说，车辆与包括标
志、环岛在内的交通设施都是按照惯
用右手者的习惯设置的，对左撇子们
稍有不便。或许这是增加左撇子们开
车风险的原因之一。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

左撇子开车
更危险

新华社平壤 5 月 1 日电（记者程大雨 吴强）据朝中社
1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目前的半岛
局势是50年来最严重的。

发言人说，美韩今年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键决
断”和“秃鹫”联合军演，投入 30 多万兵力和各种核战略武
器，表露出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企图，甚至让“卡尔·文
森”号核动力航母改变航线，将其紧急调入朝鲜半岛水域。

发言人还表示，朝鲜将继续坚持拥有核武力政策，这样
美国才不能把它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无所顾忌地用在朝
鲜身上。

朝鲜称：

目前半岛局势为
50年来最严重

韩国定于 5 月 9 日举行总
统选举。随着选举日期进入倒
计时，组织方 4 月 30 日开始印
刷选票。由于参选者人数多达
15 名，这次的选票长度也创下
新纪录，被称为韩国“史上最长
选票”。

“船上投票”启动
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共有15名候选人
参加本届总统选举，平了 2007
年创下的参选人数最高纪录。
其中，两名非主要候选人已经
宣布退出选举，但他们的名字
仍将出现在选票上，旁边标注

“已退选”。
根据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

的说法，这次的选票长度为

28.5 厘米，创下新纪录。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次选举
的“战场”相当拥挤。

参选者中，5 人被视为主
要候选人，包括共同民主党文
在寅、国民之党安哲秀、自由韩
国党洪准杓、正党刘承旼以及
正义党沈相奵。

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 4 月
30 日表示，虽然正式投票日期
要等到 5 月 9 日，但船上投票
定于5月1日至4日进行。

船上投票对象指正在或即
将乘坐韩国船舶的选民，或是
乘坐外国船舶、船长为韩国籍
的选民。符合条件者经申报批
准后，可在船上投票。本次船
上投票共涉及 568 艘船只，预
计将有约4900人参加。

选情再添变数？
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4 月

30 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热 门 候 选 人 文 在 寅 支 持 率 为
42.6％，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安
哲秀支持率小幅下滑至 20.9％。
文在寅的支持率已经比安哲秀的
两倍还要高。

这项民调结果同时显示，保
守派候选人洪准杓支持率比上周
上涨了 3.7 个百分点，达 16.7％，
排名第三位。

虽然文在寅“一马当先”的势
头已经明朗，但韩国政界观察人
士仍对选举结果表态谨慎。一方
面，还有大量“摇摆选民”尚未拿
定主意，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另
一方面，如果保守派阵营联合甚

至与中间派联手，或将与文在寅
抗衡。

在选战进入倒计时的关键
时刻，安哲秀 4 月 30 日得到一个
好消息。他得到有“领袖推手”
之称的金钟仁支持，后者同意在
安哲秀胜选后帮助其组建联合
政府。金钟仁曾在文在寅所在
的共同民主党担任代理党首，后
宣布退党。

当被问及安哲秀是否可能与
保守派阵营两名候选人洪准杓和
刘承旼组建“反文联盟”时，金钟
仁回答：“政治是一种艺术，充满
各种可能性。”

不过，安哲秀本人似乎并不
愿与洪准杓联手，甚至根本不把
后者当成竞争对手。安哲秀说：

“我早就要求他主动退出选举。”
洪准杓也对与安哲秀联手表

示“没兴趣”。他说：“我和安哲秀
身上流着不同的血，没法混在一
起。安哲秀担心被我赶超，因此
提出与保守派联手，实际上是想
借此争夺保守派选民。”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印“史上最长选票”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30 日电 美国国防部 4 月 30 日发
布报告说，2014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美国主导的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2万多
次空袭，造成至少 352 名平民死亡。国际联盟仍在对另外
42 起可能涉及平民死亡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包括今年 3
月发生在伊拉克摩苏尔的一次空袭。美国媒体报道说，此
次空袭或造成约200名平民死亡。

美国承认：

打击“伊斯兰国”行动
导致大量平民死亡

4 月 30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
纳之间的美墨边境墙旁，亲人们拥抱在一起。

一场名为“打开希望之门”的活动 30 日在美墨边境墙
举行，允许边境两边的亲人短暂相聚。墨西哥北部边境城
市蒂华纳由于毗邻美国，一直是一些非法移民和偷渡客的
聚居地。出于种种原因，这些人很难和已经抵达美国的亲
人团聚。 新华社／路透

5月1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从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横须贺美军基地出港。被外界视为“准航母”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开始执行对美国海军补给
舰的护航任务。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微特稿 去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引发的清洗运动
颇有愈演愈烈之势。4月30日，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下令开除3900多名来自司法系统、军方和学术界的
公务人员的公职，关闭40余家非营利机构和协会。

这是土耳其 4 月 16 日举行公投通过修宪草案后，埃尔
多安发起的又一波清洗运动。4 月 26 日，土耳其警方和情
报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搜捕，超过1000名涉嫌与旅美
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有关联的警察系统工作人员被逮捕。

去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造成 246
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

居伦早年是埃尔多安盟友，因其对土耳其媒体、警察和
司法系统的影响广泛，与埃尔多安逐渐产生嫌隙，两人分道
扬镳。居伦1999年移居美国，深居简出。居伦否认参与政
变，反指埃尔多安自导自演。

德新社报道，土耳其目前已在政变相关调查中拘捕超
过 4.7 万名嫌疑人，并在肃清行动中将另外约 12 万人开除
公职，这些人大多来自军警、司法、情报、政府部门和学校，
被指与居伦有关系。

土耳其：

又有近4000名
公务人员被开除

法国舆论研究所 4 月 30
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对四成法国选民而言，此次总
统选举的两名候选人都不“称
心”，他们不够诚信，还脱离普
通民众生活。无论谁当选，都
不太可能令法国团结一心。

法国定于 5 月 7 日举行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极右翼候
选人玛丽娜·勒庞和中间派候
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中，胜
者将成为下任总统。投票在
即，两名候选人均加强了舆论
攻势。

然而，法国舆论研究所公
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四成选民
并不买账。法国舆论研究所 4
月 26 日至 28 日对近千名选民
进行了投票意向调查，超过四

成受访者怀疑，勒庞或马克龙
当选后，能够实现所谓“团结法
国”的竞选承诺。

47％的受访者认为，勒庞
和马克龙都不诚实。44％的
人认为，勒庞和马克龙都不了
解普通人的需求。45％的人
认为，两名候选人都没有能力
降低法国失业率。另外，36％
的受访者认为，勒庞和马克龙
都没有“总统的担当”。

对许多法国选民而言，此
次总统选举已不再是“二选一”
的政治考虑，而只是让勒庞“出
局”。在法国首都巴黎楠泰尔
大学，散发竞选传单的学生安
托万·格雷罗就呼吁，大家投票
给马克龙。

按格雷罗的说法，4 月 23

日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束后，
勒庞和马克龙成为仅剩的候选
人，学生们失望透了。但是，不能
用放弃投票这样的消极方式来表
达不满。

“我们必须在坚持理想的同
时继续行动，我们现在最迫切的
想法就是抵制极右翼势力，”现年
19 岁的格雷罗说，“这一点确定
无疑。”

与格雷罗持相同观点的学生
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勒庞和
马克龙都不是理想的候选人，前
者鼓吹民粹主义，后者则是金融
精英代表。

巴黎前市长、社会党人贝特
朗·德拉诺表示，他将按照社会党
要求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
龙。他敦促选民保持清醒，不要

忘记德国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
勒借选举上台的前车之鉴。

“我希望看到（你们的）责任
与良知。”德拉诺说。

对勒庞而言，今天的局面并
不陌生。2002 年，勒庞的父亲、

“国民阵线”创始人让－玛丽·勒
庞参选总统并在第一轮投票中排
名第二，进入第二轮投票，也震动
法国和欧洲政坛。

老勒庞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
种族主义，声称当年德国法西斯
屠杀大量犹太人不过是二战史中
一段“插曲”。他在第二轮选举投
票中败给雅克·希拉克，才令欧洲
政坛松了一口气。勒庞政策主张
反移民、反欧盟，与老勒庞别无二
致。因而不少人担心，勒庞当选
总统，将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其
负面影响将远远超过英国脱欧，
甚至可能助长整个欧洲的极右翼
政治势力。

就眼下民意调查看，遭多方
“剿杀”的勒庞选情不佳，支持率
低于马克龙约20个百分点，恐步
其父后尘，在第二轮选举中出局。

新华社专特稿

认为勒庞和马克龙都不诚实

法国4成选民对总统选举“死心”

据新华社洛杉矶 4 月 30 日电（记者黄恒）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 4 月 30日傍晚发生一起枪击案，造
成包括凶手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美国广播公司10台报道，这起枪击案发生
于当地时间 30 日晚 6 时左右，当时一群人正在一处室外游
泳池为一名男孩举办生日聚会，大约有 30 人在场，其中大
多数为非洲裔美国人。凶手身穿一条棕色短裤，进入现场
后便开枪随意射击。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3 名警察与凶手持枪
对峙后同时开火，凶手被击毙。警方确认，凶手为 49 岁白
人男子彼得·塞里斯，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

近10人死伤

美加州圣迭戈发生枪击案

据新华社微特稿 可以想见，得知
自己患上癌症时，抑郁、焦虑、愧疚、愤怒
等负面情绪会一股脑儿地涌上来。不
过，有些负面情绪或许对病人有好处。

美国康科迪亚大学及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健康心理学杂
志》上发表文章说，他们调查了145名
乳腺癌患者。结果显示，虽然负面情
绪“名声不好”，但可以帮人作出适应
性改变，以抵消皮质醇水平升高带来
的负面影响。比如，愧疚和焦虑这样
的情绪能让人改变生活方式，更多参
加锻炼，“这对某些癌症患者来说十分
重要，因为久坐不动、体重超标都是引
发癌症的风险因素”。

研究人员说，虽然现阶段医生建议
乳腺癌患者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高
强度运动，以增强免疫力、控制体重、提
高生活质量，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患者
很少。他们希望上述研究结果能鼓励
临床医生帮助病患设定锻炼目标。

绝症病人心情糟
未必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