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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英国《卫报》4月13
日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首次在火星
上发现液态水。

英国穆拉德太空科学实验室的
安德鲁?科茨教授表示，从现有的证
据来看，火星上的水分可能以永久
冻土的形式存在，这是人类首次发
现火星上存在液态水的证据。

最新发现表明，火星的土壤中
渗有盐水，因此比较潮湿。盐分的存
在能显著降低水的冰点。举例来说，
有了高氯酸钙，水在零下70摄氏度
左右都不会结冰。另外，盐分还能吸
收挥发进入火星大气中的水分。

科学家分析盖尔陨石坑后发
现，即便到了冬天的日落时分，火星
上的温度和湿度依然允许液态盐水
的存在。

水分是生命存在的基础。然而
即便火星上首次发现液态水，其自
然环境依然不适合人类生存。马德
森说：“它依然非常寒冷，非常干燥，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在学术杂志
《自然》上面发表。科学家对火星进
行了一整年的观测，收集湿度和温
度数据，还分析火星表面的水分含
量。马德森表示，火星上的水分太
少，只存在于土壤之间，无法形成水
滴。 据中国日报

英国媒体１３日报道，除非希腊
本月底与国际债权人达成协议，否
则希腊准备届时宣布债务违约。

《金融时报》当天援引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如果希腊政府与国际债
权人不能达成协议，希腊决定拒绝
支付即将于５月和６月到期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贷款。希腊政府用于支
付公共部门工资和国家养老金的资
金正迅速枯竭。

报道援引一名政府官员的话
说，“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如果欧
洲人不给救助款，（除违约外）别无
选择”。

报道分析，现在放出可能债务
违约的风声或许是希腊政府的谈判
技巧，希望借此从债权人处拿到最
宽松条件，但这的确反映希腊财政
迅速干涸的现实。

如果希腊果真宣布债务违约，
从短期看，几乎可以肯定将导致欧洲
中央银行中断向希腊提供金融援助、
希腊银行关门、资本管制和更大范围
的经济动荡。尽管违约不会自动迫
使希腊退出欧元区，但将增大希腊
留在欧元区的难度。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专电 美国７３岁的白
人警察罗伯特·贝茨误把手枪当作眩
晕枪，开枪射杀一名４４岁手无寸铁的
非洲裔男子，１３日被控过失杀人。

贝茨其实是一名保险商，并非
正规警察，而是以志愿者身份加入
预备警察队伍，甚至自掏腰包，帮警
察局购买汽车、录像设备等，还捐资
２５００美元帮治安官竞选连任。

本月２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塔
尔萨市警方执行一次钓鱼行动，试
图抓捕涉嫌非法出售枪支的４４岁非
洲裔男子埃里克·哈里斯。

一名警官所戴墨镜配有隐形摄
像装置，录下了这次行动的全过程，
相关视频１０日被公布。视频显示，当
哈里斯把枪支“卖”给一名卧底警察
后，多名警官开始追赶哈里斯，试图
逮捕他。

随后，哈里斯被摁倒在地。预备
警察贝茨示意要用眩晕枪制服哈里
斯，不料掏出的却是一把手枪。

枪声响起，贝茨说：“哦，我击中
他了。对不起。”哈里斯惊呼：“他击
中我了。啊，天啊！”哈里斯随后被送
往一家医院，但伤重死亡。

贝茨事后承认开枪射杀哈里
斯，１３日被控过失杀人。如果罪名成
立，他将面临２至４年监禁。

联合国１３日公布的一份
报告认为，包括“伊斯兰国”和

“博科圣地”在内的极端组织正
越来越多地将强奸和其他性暴
力作为战术，以达到威慑平民、
招募新人和牟取利益的目的。

报告说，极端组织在伊拉
克、叙利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制
造的性暴力犯罪并非偶然现
象，而是“融入了极端组织的
战略目的、意识形态和资助

（模式）”。除威慑平民和推动
招募工作外，极端组织对女性
性暴力的目的还有人口贩卖
和勒索赎金等。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这份报告中说，２０１４年见证了
极端组织犯下的无数“令人痛
心”的性暴力犯罪，他们“把强
奸、性奴役和强迫婚姻当作一
种恐怖战术”。

报告将“伊斯兰国”和“博
科圣地”等１３个极端组织列入
联合国性暴力犯罪组织“黑名
单”。至此，这一“黑名单”已有
４５个组织。

联合国这份报告发布于
尼日利亚２００多名女学生遭

“博科圣地”绑架一周年之际。
去年４月１４日，“博科圣

地”武装人员袭击尼东北部博
尔诺州一所女子中学，掳走
２００多名女生。一些女生设法
逃走，但其余大部分人仍然失
踪。这一事件震惊世界，被报
告称作“２０１４年最令人担忧的
事件之一”。

对于极端组织的性暴力
犯罪，一家国际人权组织１４日
同样发布报告，以亲历者的叙
述展现极端组织暴行。这份报
告说，“博科圣地”过去１５个月
中绑架了包括少女在内的至
少２０００名女性。一些受害者被
绑后遭到强奸、拘禁，甚至需要
参加训练，被强迫派上战场。

１９岁的受害者艾莎告诉
这家人权组织，去年９月，她参
加的一个婚礼现场遭“博科圣
地”武装人员袭击，包括新娘、
她和姐姐在内的女性都被绑
走，关押在一个营地。其间，新

娘和姐姐被逼与武装人员结
婚，艾莎和其余１００多名被关押
的女性则被迫接受武装培训。

另据英国《独立报》4月12
日报道，一名年仅9岁的雅兹
迪族女童曾被迫充当 IS的性
奴。该女童至少遭到10名极端
分子强奸，现已怀孕。在一家
加拿大援助机构工作的达乌

德透露，这名女童来自雅兹迪
族基督教团体。

达乌德表示，这名女童的
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重创
伤。让人担心的是，她可能没有
办法活下来，“这个女孩太年幼
了，如果把孩子生下来，她可
能会死。就算进行剖腹产也很
危险。”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好奇”号探测器

发现火星液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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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违约风声

美“临时工”警察

失手打死黑人联合国公布报告认为：

性性暴暴力力成成极极端端组组织织““恐恐怖怖战战术术””

8日，一批被IS充作“性奴”的妇女被送回库尔德军队管制区域。

一年有余未参拜

据日本共同社4月13日报
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当天透
露，安倍基本决定不会在本月
21日至23日的春祭大典期间前
往靖国神社参拜。安倍可能认
为，如果进行参拜将受到希望
东亚稳定的美国批评，对26日
起的正式访美造成负面影响。

此次安倍参拜与否之所
以受到日本媒体的注意，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安倍上台前曾
经做过的许诺。在安倍再次登
上首相之位前，为了笼络国内
右翼势力，曾经在多个场合公
开表示对在上一届首相任期
内未参拜（靖国神社）感到非
常遗憾，如重新上台将每年参
拜一次。在2013年如愿竞选成
功后，安倍曾于当年12月26日
参拜靖国神社“还愿”。然而，
此次参拜所造成的影响似乎
出乎安倍政府的预料之外，此
举不仅加剧了与中韩等邻国
的紧张关系，就连美国也罕见
地对此表示“失望”。分析认
为，可能正是震惊于美国的这
一“过激反应”，安倍在之后一
年有余的时间内，再未参拜靖
国神社。这一做法对外虽然少

给日本惹了不少麻烦，但对于
日本右翼来说，却被看做了

“食言行为”。以石原慎太郎为
首的一些右翼大佬，自今年年
初起就开始鼓励安倍“不必顾
忌中韩的看法，履行诺言”。

担心时机太敏感

可以看到，在即将临近的
春祭大典中，日本国内确实存
在鼓励安倍参拜的声音和要
求其“践诺”的压力，不过，分
析认为，在综合考虑各方因
素、尤其是时间点的敏感性
后，安倍选择在此时参拜无疑
将是一着“臭棋”。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日称战后70周
年），自年初起，中国政府对于
这一年份的格外重视就引起
了日方的关注。据共同社早前
报道，日本外交智囊们担心，
中国将在今年利用“一切可能
的话题”对日方掀起舆论战，
在国际社会上宣传日本拒绝
反省历史的形象。因此，虽然

“每年参拜”有言在先，在言行
上保持谨慎的外交需求显然
是安倍政府需要优先考虑的
内容。

安倍选择不参拜的另一

重要原因是，本月下旬刚好赶
上其一轮重要外交访问。据日
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安倍将在
4月下旬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
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与
会的不少国家是二战中太平
洋战场的受害国，安倍希望届
时通过演说及同与会国家的
双边会谈来介绍战后日本作
为和平国家走过的历程，争取
获得这些国家更加明确地对
日本表示谅解，这些表态将为
其今夏发表战后70周年“安倍
谈话”铺路。

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后，
安倍将访问美国，在此行中，
安倍已经确定将在美国参众
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美
国给出的这个待遇是历代日
本首相都没有获得过的。安倍
近日曾在谈及此事时强调称：

“将发出强有力的讯息，日美
在不可动摇的同盟框架下，将
继续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
平与繁荣发挥主导作用。”显
然，为了筹备好这次意义重大
的演讲，在参拜靖国神社一事
上暂时“隐忍”，对于安倍来说
是值得的。

或试图“以守为攻”

不过，有日媒分析认为，
安倍此次放弃参拜，倒并非一
定是单纯的隐忍，据日媒报
道，中韩目前担心日本有可能
把安倍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
演讲用作获得美国对其二战
罪行谅解的“免罪符”。

而从日美关系的现状看，
安倍此行达成这一目的的可
能性并非没有。前不久，在由
中国所倡议的“亚投行”旋风
中，美国过去在西方说一不二
的盟主地位受到撼动，而在诸
多盟友中，唯有日本响应美国
的号召，没有加入“亚投行”，
这也让日本在亚太地区“被孤
立”。

有观点认为，为了感谢日
本的“忠诚”，更为了给其他盟
友树立“赏罚分明”的样板，美
国不可能没有动作。从某种意
义上说，美国此次给予安倍在
参众两院演讲的待遇就是对
日本的一种补偿，日美同盟关
系很可能借此机会再上新台
阶，而在这一背景下，在历史
问题上与日本达成某种对日
本有力的妥协并非不可能。
为了获得美国的这一谅解，
安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可
以 被 看 做 是 一 种“ 以 守 为
攻”。

据日本媒体报道，本
月22日至23日，日本的
靖国神社将迎来例行春
祭大典，在此期间，首相
安倍晋三是否会进行参
拜引起了日本媒体关注。
根据最新消息，安倍目前
已决定不在春祭大典上
参拜靖国神社，而据日媒
分析，安倍此决定的主要
动因是担心参拜会影响
同期即将进行的对美国
的访问。

本报记者 王昱 编译

安安倍倍今今春春不不““拜拜鬼鬼””
担忧访美受影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

2013年12月26日，安
倍晋三为“践诺”曾参拜靖
国神社，招致了美国罕见地
以“失望”表达不满。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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