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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防病毒软件供
应商赛门铁克２４日宣布发现史上最
复 杂 恶 意 木 马 软 件“ 雷 金 ”

（Ｒegin），称这种窃取国家和商业
机密的软件可能由国家资助开发。
一时间，美英多家媒体把矛头指向
俄罗斯和中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
下，语焉不详地习惯性“生拉硬拽”。
２４日晚间，美国知名新闻网站“截
击”报道，这一木马程序的开发可能
与美英情报部门相关，研发这种木
马的目的是用以攻击欧盟国家政府
网络和比利时电信网络。

赛门铁克公司２４日说，开发这
样的木马程序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
资源，可能耗时数月乃至数年，有

“国家背景”。
雷金自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间首次

在互联网“现身”，不少互联网用户
“中招”。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这一
软件于２０１３年推出“新版本”。自出
现以来，雷金“系统性攻击全球多个
国家的目标”，包括政府、商业和个
人。在受感染报告中，２８％的病毒感
染出现在俄罗斯，２４％出现在沙特
阿拉伯。其他受感染国家包括墨西
哥、爱尔兰、印度、阿富汗、伊朗、比
利时、奥地利和巴基斯坦。美国迄今
没有出现感染雷金的报告。

总部设在芬兰的F-Secure防病
毒公司研究者安蒂·蒂卡宁评价雷
金是所有流氓软件中最复杂的一
个，“我们分析认为，这一软件，不是
俄罗斯和中国制造的。”

针对美英情报机构嫌疑最大的
判断，法新社２４日试图联系美国国
家安全局讨个说法，但美国国安局
一名发言人答复：“我们不置评基于
猜测的内容。”

综合新华社消息 ２４日是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的截止期限。
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
罗斯、中国和德国）和伊朗外长当天
在维也纳虽未能达成协议，但决定
将谈判再次延期至明年６月３０日。

这次延期并非只是制订了简单
的时间表，还规划出了具体的路线
图。１２月，六国和伊朗将开始新一轮
会谈，在明年３月达成政治框架，６月
完成技术细节和草案。

一系列进展表明，真正阻碍双
方在这一层面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在 于 ，伊 核 问 题 主 要 的 矛 盾 双
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
朗之间数十年来政治上的互相敌视
对抗在彼此之间打下不信任的烙
印，导致各自国内的保守势力和强
硬派对对方核谈判的目的和意图的
猜忌和疑虑。受这些力量的阻碍，双
方各自的谈判代表都无法作出进一
步的妥协。

而目前谈判双方同意延长期
限，虽然付出的成本会更多，但同时
也意味着双方还存在妥协的空间和
解决问题的诚意。包括美国在内的
西方国家官员坚称，给予核谈更多
时间是眼下最佳选择。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希望国
会议员能理解核谈延期的“智慧”，
如果因为没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谈
判而就此“走开”，“我们会被看成傻
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
“没有达成协议比达成糟糕的协议
要好”，因为“伊朗力争的协议很糟
糕，是一个让伊朗保留铀浓缩能力、
同时取消制裁的协议”。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核谈延
期对伊朗同样有益处。伊朗核项目
虽然冻结，但在规模上没有受到任
何削减，而随着谈判时间延长，国际
社会为其核项目冻结而支付的每月
７亿美元补偿仍将继续拨付。

曾任国防部副部长

弗卢努瓦毕业于哈佛大
学，是无党派智库新美国安
全中心（CNAS）的创始人之
一兼执行主任，该智库得到
了国防承包商的大力资助。
在国防事务上，弗卢努瓦被
认为是鹰派，这点将在参议
院提名确认过程中得到共和
党人认可。她经验也十分丰
富，2009年 2月至 2012年担
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并曾
领衔奥巴马的2008年国防部
过渡团队。

弗卢努瓦与哈格尔均寻
求为五角大楼争取更多经费，
目前五角大楼正为削减开支
头疼不已。她在9月份文章中
说：“五角大楼需要从过去一
些年里的预算削减中解脱出
来。”同时，弗卢努瓦也支持系
列措施降低成本，如关闭基
地，改革薪酬等。

此外，若弗卢努瓦获得提
名，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
女性国防部长。

该不该呆“最后两年”

不过，国防部长候选人也
有顾虑，他们或许更希望在新
一届政府中有全新开始，而不
愿背上奥巴马政府最后两年
任期的包袱。

例如，至少有一名热门候
选人杰克·里德已经把自己排
除在外。这位罗德岛州参议员

的发言人称，他不希望被视为
国防部长或其他任何内阁职
位的人选，“里德参议员想继
续在参议院为罗德岛民众服
务。”

哈格尔辞职后，已经退休
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巴
克·麦凯恩称，奥巴马政府很
难找到一位心甘情愿的继任
人。“我本人不知道为何有人
想要这份工作。它很重要，但
如果任何事情还是在白宫之
外运作，那也确实不会有多大
意义。”

卡特是前任国防部长帕
内塔时期的五角大楼“二号人
物”，两年前哈格尔当选国防
部长时，他一度被认为是帕内
塔的继任者。

卡特拥有物理学博士学
位，多次在五角大楼任职，如
克林顿政府期间是国防部负
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长。
2009年奥巴马政府期间，他是
帕内塔的武器采购负责人，
2011年晋升国防部副部长，在
该职位上，他得以走上美国国
防部这个全球最复杂机构的
日常事务前线。

国防部分析人士和国会
消息人士称，卡特和弗卢努瓦
均不太会面临如哈格尔所遇
到的提名确认问题，不过在当
前外交政策混乱的情况下，他
们可能会犹疑该不该加入奥
巴马政府最后两年。

“我不认为卡特和弗卢努
瓦通不过提名确认。我只是觉
得他们会发觉这个过程会很
不愉快。”一名国防部说客说。

据中国日报

本报讯 据俄罗斯之声
网站 25日报道，泰国前总理
英拉·西那瓦否认其将参加
2016年大选，此前有媒体称英
拉可能参加军事政变后的首
次大选。

据泰国媒体报道，英拉接
受《曼谷邮报》采访，记者的行
文中称英拉准备好参加2016
年大选。该文章一出，便遭到
对立派系，尤其是民主党的围
攻。英拉今早再次发声澄清，
称是记者会错意。她的原话
为：自己的命运如何还不知，
但很是牵挂人民，如不能参与
政治，就会成立社会救济，服
务人民。

泰国主流媒体24日公布
了对英拉的采访内容，采访有
关28日将进行的临时议会对
其的弹劾表决。国家反贪污委
员会一些成员要求对今年5月
因军事政变而失去实权的英

拉进行弹劾。若弹劾结果通
过，则泰国最高法院将对此事
件立案，而英拉也将面临禁止
5年内从政的处罚。

回顾过去，英拉说她不
为自己短暂的总理生涯感
到后悔。她将军事政变比作
劫车，“这就好像，人民将车
钥匙交给我，然后告诉我，
我必须驱车领导这个国家。
正当我带领人民前进的时
候，突然某人拿枪指着我的
头，命令我下车。”

在采访中，她说半年来她
遵照“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的要求保持低调，“平日里
读书、会友、外出就餐或购物，
并不希望出现在媒体报道
里。”在空暇时间里，英拉在曼
谷家中的花园培育蘑菇。她说
看着自己培植的蘑菇，她感到
欣慰。

据中国日报网、澎湃新闻

本报讯 据澳大利亚新
闻网11月25日报道，印度人民
党的纳伦德拉·莫迪今年5月
份成功当选总理，他分居数十
年的妻子贾索达班日前现身，
要求获得与总理夫人相匹配
的待遇。

贾索达班是一名退休教
师，她与莫迪早在青少年时期
就按照包办婚姻结婚。但莫迪
的家人称，婚后不久，莫迪就
已经通过“正式仪式”离开了
她，但两人从未离婚。贾索达
班发表声明称：“我依然是令
人尊敬的印度总理的妻子。我
想知道按照印度宪法和法律
规定，我是否应享受保护？作
为总理的妻子，我是否有权获
得其他属于我的待遇？”

长期以来，莫迪的妻子一
直都很低调，很少接受拍照或
采访。莫迪本人也严守隐私。
他的兄弟阿斯霍克·莫迪说：

“贾索达班是第一夫人，有权
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待遇。”贾
索达班提到印度前总理英迪
拉·甘地曾于1984年被自己
的保镖刺杀身亡。她说：“甘地
遭到保镖袭击刺杀，为此我感
到害怕。请为我提供保镖。”

贾索达班要求48小时内
获得回复，称这“关乎生死”。
她使用的签名是贾索达班·纳
伦德拉库马尔·莫迪。在莫迪
当选总理前，贾索达班曾罕见
地接受采访，称关注与莫迪有
关的一切信息。

作家尼朗尚·幕克霍帕德
里亚在为莫迪所写的传记中
称，莫迪曾一直保守自己的婚
姻秘密，因为一旦秘密曝光，
他将无法继续在以强硬著称
的印度教组织中获得提升。在
递交大选提名人文件时，莫迪
才首次承认自己的婚姻状况。

据国际在线

美国总统奥巴马２４日宣布“同意”国防部长查克·哈
格尔辞职，《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媒体直言哈格尔是被
白宫“逼”下台的。

从奥巴马力排众议提名这位好友，到两人不睦见诸
报端，再到奥巴马突然宣布接受其辞呈，哈格尔在国防部
长的位置上坐了还不到两年。《纽约时报》称，哈格尔是美
国党派斗争以及他突出个性的“牺牲品”。

出任国防部长一年多来，身居五角大楼，哈格尔对白
宫的诸多政策提出异议。他批评有关美国或以色列军事
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讨论，他支持伊朗更多参与阿富汗、伊
拉克重建。在应对“伊斯兰国”方面，哈格尔也对白宫的做
法有异议，认为现行政策混乱错位，不仅不利于打击这一
极端组织，还打乱了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部署。

按照一些美国分析师的说法，哈格尔在白宫核心决
策层没有影响力，在五角大楼内部也缺乏号召力，最终成
为民主党输掉中期选举的替罪羊，成为两党政治斗争的
牺牲品。

根据中期选举后白宫均会大换血的传统，继哈格尔
后，迫于共和党的强大压力，恐怕将会有多名白宫阁僚相
继辞职。哈格尔的离任是个迹象：序幕已经拉开，华府之
上，党伐硝烟将浓。 据新华社、澎湃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后，其继任者引发猜测。据
美国《政治家》网站11月24日报道，前五角大楼高官米歇
尔·弗卢努瓦和阿什顿·卡特是最有希望的人选。报道称，
如果民主党赢得2016年大选，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
总统，弗卢努瓦也被视为美国下届政府国防部长的不二
人选。

美美国国或或迎迎首首位位女女防防长长
不管谁接替哈格尔，都会有所顾虑

哈哈格格尔尔是是党党争争的的牺牺牲牲品品

英拉否认参加2016年大选

““自自己己命命运运如如何何还还不不知知””
印度总理分居数十年妻子现身

““请请为为我我提提供供保保镖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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