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岳春芳 组版：孔美霞 校对：孙安琪 13国际风云

新华社纽约6月9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多所
高校负责人近日表示，将一如既
往营造友好环境，欢迎中国学生
和学者。他们对美方有关限制措
施可能造成国际生源减少、影响
学术科研活动感到担忧。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
默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芝大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

到来。与中国大学进行多领域合
作有助于理解不同的文化，这对
美中两国都非常重要。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
恩分校副教务长凯文·皮茨 7日
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是该校
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中国学
生对学校保持学术领先地位作出
了重要贡献。“我们将继续努
力，确保我们的校园是一个欢迎

中国学生的地方。”
密歇根大学副教务长詹姆

斯·霍洛韦 6 日对新华社记者
说，目前该校国际学生近一半是
中国学生。国际学生给学校带来
了各种创见和思想上的活力。

“优秀国际人才的减少将损害学
校的治学和科研环境，使新知识
的产生更加困难。”

马里兰大学校长陆道逵指

出，美国高校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超
过半数为国际学生，其中有三成
来自中国。如果没有国际学生，
美国在上述学科将失去优势。

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泰西
耶-拉维涅和教务长波西丝·德
雷尔3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斯
坦福大学欢迎国际学生和学者，
拒绝所有形式的偏见和歧视。

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洛维
5月下旬发表公开信表示，开放
是美国顶尖大学取得卓越成就的
关键，也将始终是耶鲁大学的标
志。耶鲁欢迎和尊重所有国际学
生和学者，将继续呼吁美国政府
采取支持国际学生和学者赴美学
习和工作的政策。

新华社哈瓦那6月8日电 古
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
席迪亚斯-卡内尔 8日强调，面
对美国实施的制裁和封锁，古巴
与委内瑞拉将保持团结，共同应
对。

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发文说，古巴与委内瑞拉
将“团结一致、保持尊严地面对并
克服（美国的）威胁以及不公正的
制裁与封锁”。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主席卡韦
略7日晚结束为期两天的对古访
问。离开古巴前，卡韦略在机场

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强调委古两国
“必须更加团结一致”应对“共同
敌人同样的攻击”。

据古巴媒体报道，卡韦略访
古期间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以及迪
亚斯-卡内尔举行会晤。劳尔·
卡斯特罗重申古巴对委内瑞拉总
统马杜罗的支持。

古巴是委内瑞拉重要盟友。
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通过
制裁等手段，加大对古巴、委内瑞
拉的施压力度，委古等国强烈谴
责美方做法。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7日宣布与墨西哥达
成协议，美方暂停对墨方所有商
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媒体报道，美墨磋商关税，
却成美国单方施压非法移民事
宜。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白宫近
期把关税用作“政治工具”，着力
特朗普认为对他2020年连任选
举至关重要的领域，试图迫使其
他国家就范。

大棒悬停

美国与墨西哥官员5日起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会面，磋商关
税；双方官员包括美国副总统迈
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
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
德。磋商7日进入第三天，商谈
超过10小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晚在社
交媒体“推特”发布文字，声称美
墨达成协议，美方“无限期暂停”
对墨方加征关税的计划。

美国国务院在“美墨联合声
明”中细述协议内容。然而，声
明谈及移民而非关税，要求墨方
采取行动而非强调双方共同努
力。

声明说，美方将立即扩大把
移民遣送至墨西哥、让他们在那
里等候美方审批庇护申请的项
目规模。换句话说，更多中美洲
移民将由美方送往墨西哥，由墨
方向他们“提供就业、医疗和教
育”。

另外，墨方需要为加大打击
非法移民力度而采取“前所未有
的举措”，包括调派国民警卫队
员、捣毁协助偷渡的团伙以及切
断这类团伙的资金和运输网络。

取道墨西哥北上美国的移
民多数出自中美洲洪都拉斯、危
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三国。墨方
去年12月同意接收部分中美洲
移民，让他们在墨西哥等候美方
审批庇护申请。今年1月至5月
29日，美方把超过8800名中美洲
移民遣送至墨西哥。

选举牵连

白宫 5月宣布，6月 10日起
对墨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加征5%
关税，如果墨方没有有效缓解

“非法移民危机”，将从7月开始
分阶段提高税率至25%。

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7日晚
离开美国国务院时说，美方在磋
商伊始要价更高，对墨方提出的
措施建议和要求“更为严苛”。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近几个
月以关税为“政治工具”迫使其
他国家就范，进而服务于他谋求
连任总统的关键议题；把关税与

非法移民之类社会问题挂钩、以
“关税大棒”施压墨方就是例证。

迄今为止，在多个公开场
合，包括他的支持者集会，特朗
普声明2020年总统选举将以移
民为主题。

美国商界和多名国会议员
就白宫的加税举措表明反对态
度，担心一旦对墨西哥加税，将
推升美国人的消费成本、伤及美
国经济并增加让美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三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的难度。

一些美国学者近期估算，如
果对墨西哥所有输美商品征收
25%的关税，美国消费者人均可
能每年增加将近1000美元支出。

美国政府与墨西哥、加拿大
政府去年11月签署三方自贸协
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新版协定需由各自国家立法机
构批准生效。

新华社电 英国保守党党首
及首相角逐升温之际，媒体曝光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
迈克尔·戈夫的吸毒经历。

作为新党首热门人选之一，
戈夫对年轻时犯下的“错误”深感
后悔，希望它不会影响自己竞逐
相位。

公开认错
英国《每日邮报》7日援引戈

夫的话报道，他年轻、当记者时在
社交场合吸食过可卡因。

“那是一件错事。我回首往
事，希望自己没那么干过，”戈夫
说，“那是20年前，没错，那是一
件错事。但是，我不认为过去做
的种种错事会让人失去资格（从
事现在和今后的工作）。”

英国2016年经由全体公民
投票决定脱离欧洲联盟。公投
近3年后，议会对政府与欧盟达
成的“脱欧”协议不予批准，“脱
欧”日期延至最迟今年 10月 31
日，首相特雷莎·梅辞任执政党保
守党党首并留任首相至新党首
选出。

随着特雷莎·梅7日正式辞
去党首职务，新党首“角逐”趋于
激烈。新党首选举程序定于10
日正式启动。经多轮党内遴选
后，胜出者预计7月底揭晓。

担心出局
依照媒体梳理，包括戈夫在

内，十多名保守党要员角逐党
首。在戈夫吸毒往事曝光前，一
些舆论推测，前外交大臣鲍里斯·
约翰逊胜算最大，戈夫其次。

戈夫告诉《每日邮报》，希望
他吸毒过失不会影响他竞逐相
位。“显而易见，我在议会的同僚
和保守党成员将决定我是否应
当成为领导人，”他说，“我想，所
有政客从政以前都有（自己的）生
活。”

随着新党首“角逐”推进，关
于“脱欧”方式、时间甚至是否“脱
欧”的争论热度攀升。约翰逊承
诺引领英国今年10月“脱欧”，即
便以无协议方式；戈夫支持把“脱
欧”日期延至明年底。

戈夫先前发表文章，警告如
果以无协议方式“脱欧”，会拖垮
保守党政府，把反对党工党领导
人杰里米·科尔宾送入首相府。

因邻里债务纠纷，印度北部一
名2岁半幼女遭邻居绑架后残忍
杀害。这一事件震动印度，警方引
用《国家安全法》全速侦办，以平息
民众怒火。

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在印度北
方邦阿里格尔地区。当地警方 7
日说，遇害幼女上月31日遭绑架，
遗体3天后出现在离家不远的垃
圾桶里。女童家人声称，凶手将她
勒死，还挖出双眼。警方正调查受
害人生前遭受过哪些折磨，但排除
性侵害。

地区警察局局长阿卡什·库哈
里说，警方逮捕两名男性嫌疑人，
都是受害人的邻居，与受害人的祖
父因借款而发生纠纷。一名嫌疑
人曾向女童祖父借款5万卢比（约
合4800元人民币），至今仍欠债1
万卢比（960元人民币）。

警方说，女童遭绑架前两天，
她的祖父与一名嫌疑人争吵，嫌疑
人声称受到“羞辱”，威胁“报复”。

由于手段残忍、性质恶劣，这
一事件触发舆论广泛关注。警方
设立专案组，力争快查快诉，确保

“从严从重”惩罚凶手。
调查过程中，警方勒令 5名

“玩忽职守”的警察停职。警方援
用《国家安全法》条款，即允许警方
拘押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人最长
可达1年。

案情曝光触发众怒，舆论在互
联网上迅速发酵，受害幼女的姓名

成为社交媒体热词；一天内，将近5
万条评论涌现社交媒体“推特”。

新德里电视台报道，不少名人
和政客参与网上声讨，大多数人呼
吁对凶手处以最重刑罚，表达对这
一野蛮罪行的愤慨。

印度主要反对党国民大会党
主席普丽扬卡·甘地在推特留言：

“阿里格尔地区残忍谋杀案是针对
无辜儿童的又一起非人、卑鄙罪
行，我无法想象她的父母所承受的
痛苦。我们到底怎么了？”

出演《印度教父》系列电影的
知名演员阿比谢克·伯昌说，这一
罪行令他“厌恶、愤怒”，“怎么会有
人做出这种事？无语……”。

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省
级行政区。印度政府数据显示，北
方邦针对女性的犯罪数量惊人，包
括性犯罪。

2012年12月16日晚，包括一
名未成年人在内的6名男子在印
度首都新德里一辆无照运营客车
上轮奸和毒打一名23岁医学院女
大学生，受害人伤势过重、当月不
治身亡。这一事件震惊世界，在印
度各大城市触发大规模示威，掀起
印度全国对女性权益的讨论。

2017年5月，印度最高法院作
出终审裁决，维持两级地方法院对
4名成年案犯的死刑判决。另外两
名凶手中的一人2013年9月在狱
中自尽，另一名少年犯2015年12
月刑满获释。

新华社努尔苏丹 6月 9日电

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于 9 日举
行，共有包括现任总统托卡耶夫
在内的7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根据哈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
的消息，选民投票于当地时间 9
日 7 时（北京时间 9 时）开始，20
时（北京时间 22时）结束。哈境
内外共设置 9968个投票站，来自
41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1013
名国际观察员参与监督投票过
程。为保障选举顺利进行，哈内

务部 9日在全境共部署 1.9万名
执法人员。

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哈登
记选民人数为1181万人。

哈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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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议会上院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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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多所高校表示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

翻老底？

英国新首相热门人选被曝曾吸毒

迈克尔·戈夫

幼女遭邻居绑架杀害震动印度
警方引用《国安法》办案

美墨谈成协议 美媒指关税成“政治工具”

6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华盛顿白宫。

古巴强调与委内瑞拉共同应对美制裁

哈萨克斯坦举行总统选举
7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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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不稳，放过胜利机会

虽然赛前球队上下都表达
了对比赛的期待和信心，但真
的走到世界杯赛场上，中国女
足的紧张还是显而易见。

面对世界排名高居第 2的
德国女足，中国女足在一开场
就显得有些慌乱，被对手创造
了几次破门机会。直到最终 0
比 1 落败，可以说是双方实力
对比的真实体现。

此前，中国女足已经面对
德国女足 6 连败，历史上更是
输过0比8和0比5这样的大比
分，这一次 0比 1惜败，已经从
某种程度上算是球队的进步。

而在这样一场比赛中，中
国女足甚至是有机会先进球，
乃至抢下胜利的。

上半场比赛末段，逐渐适
应了对手进攻压迫的中国女足
找到了进攻的感觉，频频通过
快速反击制造威胁，其中杨丽
两次获得射门良机，但都未能
进球。

此外，古雅莎也在禁区左
路获得过一次近似于单刀球的
机会，但却没有选择打门而是
传球，最终也和进球无缘。

不难看出，当面对破门机
会，无论是杨丽还是古雅莎都
因为犹豫而浪费了稍纵即逝的
良机，这让球员自己也懊悔不
已。

“门前出现的机会没有把

握住，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如
果前面两个（进球）机会我只要
能把握住一次，可能球队在心
态上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赛
后，杨丽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正如中场张睿所说，中国
女足其实创造了不少机会，但
问题就在于“最后缺乏了一点
自信，如果能更有自信，可能会
有更好的结果。”

坚持传控，“急躁”是大敌

相比于上半场下半段的如
潮攻势所带给球迷的希望，下
半场中国女足的表现却是骤然
跌落。

在进攻套路上，女足姑娘
们少了流畅的地面推进配合，
多了略显急躁的长传球，这不
仅让球队的进攻威胁度大大下
降，也增加了失误，变相给对手
更多的进攻机会，最终被对手
抓住防守漏洞远射进球。

从赛后的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女足的控球率仅有 38%，
射门次数也以 4 比 18 大大落
后。全场比赛，德国总共有 5
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内，中国
女足只有1次。

事实上，自从主帅贾秀全
在去年上任以来，在打造球队
地面传控和反击战术方面下了
很多功夫，面对高大的欧美对
手，“小快灵”仍然应该是中国
女足必须坚持的根本。

本场比赛中国女足跑动距
离为100公里，比德国女足少了
4 公里，这样球队无疑很难取
胜，怎样在高强度对抗下保持
住专注度和战术的连续性，是
中国女足当下面临的问题。

前中国女足名将，央视解
说嘉宾王丽萍就坦言，“中国队
这场球不管是结果还是场面还
算是不错，但如果想更好地往
下走，还是要在控球上面（提
高）。怎样去把控球变得更加
有效，这个很关键。”

保持团结积极氛围是基础

第一场比赛输给德国女足
虽然算是在意料之中，但还是
让女足姑娘们感到沮丧。

比赛结束后，球员们匆匆
离开了球场，留下来接受采访
的队员，看起来情绪也很低落。

这其中就包括王霜。这名
在去年留洋大巴黎女足表现出
色，并且拿到了亚洲足球小姐
的球员，在本场比赛下半时替
补出场，并没有太多亮眼的表
现。

赛后面对媒体，她的脸上
也明显带着疲惫，“下半场（主
教练）还是希望我能够多在场
上去拿球，组织控球，但是场上
的局面没守住。还有两场比
赛，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有记
者问到了为什么选择把王霜放

在替补席上，贾秀全的回应相
当直接，“你觉得她下半场踢得
怎么样？那你还用问我吗？这
就是我下半场让她上的理由。
都明白吧。我需要的是一个团
队，而不是某一个球星。”这样
的表达，可以有很多种潜台词
的解读。但无论如何，王霜目
前的状态不在最佳是一个现
实。

本场比赛之前，王霜的身
体情况就不在最佳状态，同时
对于这名名声在外的攻击手，
德国女足也进行了针对性布
置。

在下半场王霜上场后，德
国队随即派出专人进行看防。
这样的重点干扰，对于需要持
球进攻组织分球的王霜影响颇
大，毕竟争抢高球和身体对抗，
其实并不是她所擅长。

好在首战失利之后，中国
女足随后的比赛会显得更为

“轻松”。尤其是下一场对阵实
力相对较弱的南非女足，将是
球队全取三分的时机。当下，
球队需要的是团结一心，用积
极的心态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同小组的另一场比赛中，
西班牙女足 3比 1战胜南非女
足，和德国女足同积 3 分占据
小组前两名。下一轮中国女足
如果能够取胜，同时德国和西
班牙之间分出胜负，则有望跻
身小组前两名。

（综合）

中国女足在法国完成世界杯首秀，虽然没能赢球，但是看到了希望。

从女足姑娘们脸上失
落的神情不难看出，首秀没
有拿到开门红并不是她们
期待的结果。

不过0比1负于强大的
德国女足，并不令人意外。
而且在比赛中，中国女足也
创造出了绝佳的进球机会，
用“惜败”来形容这场比赛
其实十分适合。

对于中国姑娘们来说，
争取小组出线的战斗，将从
第二场小组赛开始。在德
国女足很有可能取得小组
头名的情况下，球队必须在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中争
胜。而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球队必须要摆脱在首场比
赛中表现出的紧张和急躁。

由张嘉译、闫妮领衔主演
的电视剧《少年派》6 月 9 日起
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

《少年派》讲述了林大为

（张嘉译饰）和王胜男（闫妮饰）
本是一对互怼不断的欢喜冤
家，随着鬼马伶俐但成绩堪忧
的女儿林妙妙（赵今麦饰）升入

重点高中，三口之家正式开启
高考“备战”状态，从而逐渐展
开一系列笑泪不断的成长故
事。与此同时，林妙妙在学校
里的三个好朋友，学霸钱三一
（郭俊辰饰）、乐天派江天昊（姜
冠南饰）、校花邓小琪（王玉雯
饰）面临着人生中的初次追梦
冲刺，也和各自的家庭之间产
生碰撞。

在近年来的众多现实题材
剧集中，《少年派》率先深度剖析
高考话题，通过几个“高考家庭”
的喜怒哀乐和成长蜕变，展现新
时代下代际关系的深刻变迁，以
及少年、中年等不同群体各自所
面临的“成长的烦恼”。（综合）

电视剧《少年派》昨起播出
张嘉译闫妮助力高考追梦启程

新《中餐厅》
意大利开张

近日，第三季《中餐厅》在意
大利陶尔米纳开始录制，五位合
伙人黄晓明、秦海璐、王俊凯、杨
紫、林述巍全员到齐，昨日，餐厅
终于开张。

黄晓明是第三次参加《中餐
厅》录制，他在此前两季节目中
一直对店长这个位置念念不忘，
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作为店长，黄晓明带领着第
三季的合伙人奔赴意大利西西
里魅力小镇陶尔米纳开店迎客，
跟他搭档的是“管家”秦海璐、

“大堂经理”王俊凯和“厨房甜
心”杨紫。节目中的素人嘉宾林
述巍则是一位顶级厨师，擅长粤
菜、闽菜、川菜和北京菜。（综合）

主要竞争对手伊拉克队以
两球完败突尼斯队

国足提前“锁定”
世预赛40强种子

国足提前“锁定”卡塔尔世
预赛 40 强赛种子球队身份的
消息 8日传来，让国足接下来
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更轻
松、热身的意义更纯粹。有球
队内部人士笑言，“我们可以踏
踏实实在电视机旁给中国女足
世界杯首秀助威了。”

7日晚国足与菲律宾队热
身赛结束后，老帅里皮心情颇
佳地在球员休息室里发表归队
执教首秀获胜感言。或许是因
为兴奋过度的原因，里皮竟然
一屁股坐到桌子上，接着表扬
起了弟子们。这个情景和亚洲
杯四分之一决赛期间他在休息
室狂砸物品发泄不满的情景形
成了鲜明对比。

正所谓天道酬勤，国足取
胜菲律宾队后几个小时，远在
非洲的国足“保种”主要竞争对
手伊拉克队以两球完败突尼斯
队。由于他们与利比亚队的热
身赛也因故取消，因此中国队
得以在世预赛 40 强赛分组抽
签仪式开始前，锁定亚洲前 8
位的国际排名，从而“锁定”40
强赛种子球队身份。这意味着
球队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结
果并不重要。中国队可以在
11日的比赛中全力热身，里皮
可以以更为开放的态度进一步
考察队员。（综合）

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

中国“三保险”遭
遇黑马

2019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
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站当地时间8
日进行。中国队派出包括刘虹、
杨家玉、切阳什姐在内的多名高
手参赛，但最终来自厄瓜多尔的

“黑马”莫雷洪获得冠军。
此次女子20公里比赛中国

队参赛阵容中包括世界纪录保
持者刘虹、世界冠军杨家玉及大
赛经验丰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
名将切阳什姐。不过比赛中，年
仅19岁的世少赛冠军莫雷洪在
前半程采用跟随战术，最后阶段
则甩开其他对手，出人意料地以
1小时 25分 29秒的成绩夺冠。
这是莫雷洪职业生涯第一次参
加 20公里项目的比赛，她的夺
冠成绩也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

杨家玉以1小时25分34秒
位居第二，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
了44秒。刘虹以1小时25分56
秒获得第三名。切阳什姐排名
第四。（新华社）

景甜宣布
与张继科分手

6月9日，景甜发微博疑似
宣布与张继科分手，“感恩曾经
相遇，愿今后一切安好。”记者
联系景甜工作人员，对方确认
分手消息，“感谢大家关心，想
说的她微博都说了。”此前张继
科曾在后援会粉丝群表示“不
过情人节”，并换掉与景甜的

“情侣头像”，今年一月份也曾
传出两人分手传闻。

据悉，张继科与景甜在去年
3月公开恋情，张继科在微博发
文公开认爱景甜。照片中，两人
在海边携手，俊男美女的搭配十
分亮眼。随后，景甜也转发张继
科微博，正式承认恋情。（综合）

首战失利不是世界末日
“急躁”才是中国女足的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