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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月28日电 不少国家
和地区对酒后驾驶汽车采取重罚措
施，而韩国政府准备对酒后骑自行车
也严惩不贷。韩联社说，韩国每年发
生１０００多起涉及自行车的交通事故，
为遏制事故上升趋势，政府将对酒后
骑自行车行为处以最高２０万韩元（约
合１０００元人民币）的罚款或拘留。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报道，为强化
国民安全意识，扫清过往处罚死角，
韩国政府２６日出台数十条与安全相
关的规定，加强对违反交通、安全生
产等安全守则的处罚力度，酒后骑自
行车要罚款就是其中一条。韩国网友
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说“与其重罚，不
如改变不醉不休的酒文化”，有人说

“对于自行车道和步行道被汽车挤占
的现象更该管管吧”，还有人开玩笑
说“看来以后喝酒得改穿旱冰鞋了”。

据新华社2月28日电 随着智能
手机和电子设备普及，人们在网络聊
天或发帖时使用各类表情包，例如笑
脸、玫瑰、太阳，甚至菜刀、炸弹等。然
而，美国一名１２岁女孩因使用暴力表
情符号，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华盛顿邮报》２７日报道，事情起
因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４日，美国弗吉尼亚
州费尔法克斯悉尼·拉尼尔中学一名
行政人员发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了含有威胁信息的帖子，于是对校
内学生展开调查。最终，ＩＰ地址指
向一名１２岁女学生，该学生随即承认
冒用他人账号发帖。由于涉及未成年
人，美国媒体没有公开她的姓名。

据了解，这名女学生在帖子里写
道，“星期二在图书馆见我”，并在后
面附了手枪、小刀、炸弹三个表情符
号。这个女孩涉嫌威胁学校、计算机
骚扰，去年１２月下旬首次在未成年人
法庭出席听证会。由于听证会未向公
众开放，眼下尚不清楚这桩案件的具
体进展。女孩的母亲声称，女孩在学
校遭其他学生霸凌，才会发帖作出回
应，“她是个好孩子，以前从没惹过麻
烦。我觉得她不应该受到指控”。

美国近年来涌现多起与表情包
有关的案件。去年，纽约市１７岁少年
阿里斯蒂被指控发布恐怖威胁。阿里
斯蒂先前在“脸书”发帖时提到“他要
被打倒”等字样，后面附了一个“警
官”和３个“手枪”的表情符号。检方认
为这组表情显示此人威胁袭警，但一
个大陪审团最终裁定不起诉阿里斯
蒂。一些专家分析，表情符号并未设
定明确含义，每个人的用法都可能不
同，在不同情境下的含义也可能不
同。例如，阿里斯蒂所发出的４个表情
符号，被警方解读为意欲袭警，但律
师普拉特称，“这些孩子只是想表达

‘我不是好欺负的！’”
在另一桩案件中，宾夕法尼亚州

男子埃洛尼在“脸书”发布了含有杀
妻字样的歌词，去年被控威胁妻子罪
名成立。埃洛尼不服上诉，辩称他在
歌词里插入了“：P”表情符号，足可证
明他纯属开玩笑。法院最终认可了埃
洛尼的辩词，推翻了先前判决。

它它的的名名字字叫叫BB--2211
美军公布新战略轰炸机外形

据新华社2月28日电 美军
２６日发布了新型战略轰炸机外
形图片，并命名它为Ｂ—２１型。
从图片上看，Ｂ—２１轰炸机采用
飞翼造型，全身黑色涂装，酷似
现役Ｂ—２型隐身战略轰炸机。

与Ｂ—２一样，Ｂ—２１也将由
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诺
格公司）研制。Ｂ—２１项目先前
的名称是“远程打击轰炸机”，
美国空军要求它能从美国本土
起飞，在数小时内打击全球任
何一个地方的目标。取名为Ｂ—
２１，体现它是美国进入２１世纪后
研制的首款轰炸机。美国空军
将在军中征集Ｂ—２１的绰号，预
计今年秋季选定并公布。

美国空军去年１０月宣布诺
格公司中标时，空军部长詹姆
斯说，该型飞机将赋予空军应
对“未来高级威胁”的能力；国
防部长卡特称，它是美军“为今
后５０年所作战略投资”。新型轰
炸机先前一直笼罩在神秘气氛

中，詹姆斯２６日在空军协会的
年度空战论坛上首次公布它的
外形。但军方对Ｂ—２１的其他细
节仍守口如瓶。

美国空军现役战略轰炸机
共有３个型号，即Ｂ—５２、Ｂ—１和
Ｂ—２。其中Ｂ—５２服役已超过半
个世纪，Ｂ—１预计本世纪４０年
代退役。美军打算采购最多１００

架Ｂ—２１，每架价格５.１亿美元，
替换Ｂ—５２和Ｂ—１。首架Ｂ—２１
预计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３０年期间试飞。
一些分析师预计，这一项目总
耗资将达８００亿美元。

《金融时报》认为，如果算
上研发成本、全寿命维护、各种
变数和升级改装，再考虑到五
角大楼的项目通常预算超支，

Ｂ—２１项目的总投入将可能超
过１０００亿美元。诺格公司研制出
Ｂ—２轰炸机后，军方的采购量
从原定的１３２架减至２１架，使采
购单价飙升至７.３７亿美元。美国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
凯恩２５日警告，如果Ｂ—２１项目
合同中规定政府为超支买单，
他将不会为这一项目开绿灯。

核威慑平台“独苗”

前景堪忧

此事和英国国防部上周表
态有必要更新核武器系统有
关。当时国防部宣称将新建4艘
核潜艇替代现役的4艘“前卫”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预计这项
计划将在未来20年内耗资310亿
英镑。一向以极端反战裁军立
场而著称的科尔宾认为，应当
把这笔钱用到社会福利和改善
就业等方面，“英国应该成为一
个无核化的国家。”

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女旗
手”斯特金表示，大多数国家都
不拥有核武器，使用核武器会
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
英国保留核武器是不道德的，
也是不切实际的。在2014年的苏
格兰独立公投中，斯特金就强
烈要求英国政府搬迁设在苏格
兰的法斯莱恩核潜艇基地。

英国已是安理会五大常任
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只有弹道导
弹核潜艇一种威慑平台的国
家，也是核武库规模最小的国
家，1993年开始服役的4艘“前
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是其
全部家当。而且为了降低综合
成本，“前卫”级使用的导弹都
是和美国海军“俄亥俄”级相同
的“三叉戟”D5型潜射弹道导
弹。未来建造的“前卫”级替代
艇也将使用该型导弹。

每年仅为维持4艘“前卫”
级以及它们装载的64枚“三叉

戟”导弹的正常运作，英国就
要花费30亿英镑。而在2015年

“前卫”级机械师麦克奈利向
“维基解密”网站提交的报告
中，“前卫”级被描述为装载着
一群漫不经心的官兵的“漏洞

大箩筐”，引发外界对保留“前
卫”级必要性的怀疑。

同样是反对声，

理由各不相同

尽管包括英国绿党前党
魁卢卡斯在内的一些人表示，
核武器是“冷战遗物”，英国应
跟上时代步伐，废除所有核武
器。但在《独立报》上个月组织
的调查中，仍有51%的英国民
众认为应当建造替代“前卫”
级的核潜艇，另有29%的民众
认为如果能选择建造成本更
低的非核动力型替代方案会
更好一些，只有20%的民众要
求彻底放弃战略核威慑能力。

不过，即使是反对建造
“前卫”级替代艇的英国政界
人士，也批评科尔宾主张“彻
底弃核”太过“环保组织化”、

“缺乏基本常识”。例如英国影
子内阁国防大臣索恩伯里也
反对建造新潜艇，但他将“未
来无人水下潜航器将使得战
略导弹核潜艇的隐蔽性和威
慑力降低”作为批判“前卫”级
替代艇计划的理由。

在3V轰炸机以及“狂风”
IDS战斗轰炸机退役后，英国
皇家空军已经很久没有核打
击能力了，一些前皇家空军军
官认为，让“台风”战机增加核
打击能力将是生存性更强的
打击手段。在反对“前卫”级替
代艇的声音中，很多人并没有
极端到科尔宾那样的地步，他
们只是认为在当前的安全环
境中，英国没有必要保持基本
用不上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对
付新兴威胁应当采用更灵活
的核打击手段。

据澎湃新闻

据新华社2月28日电 菲律
宾国防部长加斯明２７日说，菲
律宾与日本定于２９日签署协
议，日本将向菲方供应军事装
备。这将是日本首次与东南亚
国家签署防务合作协议。不过，
加斯明说，双方尚未讨论日本
可以提供哪些军事装备，菲律
宾军队眼下需要提升情报搜
集、监控和侦察能力。

一名菲律宾安全部门高级
官员说，根据即将签署的协议，
日本可以向菲律宾出售新的军

事装备，转让军事技术，赠送二
手军事装备或给菲律宾军队提
供培训。按这名官员的说法，菲
日防务合作将不会局限于装备
转让或出售，而是会有“许多可
能”。不过，菲律宾不得向第三
方再次出售或转让日方供应的
装备。加斯明声称，菲日很早就
开始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旨在
为资金不足的菲律宾军队弥补
能力差距，“不针对任何国家”。

随着安倍晋三政府实际废
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

体自卫权、强行推动国会通过
安保法，美联社说，日本和菲律
宾公开地把两国安全和政治关
系提升到新水平。去年５月，菲
日在马尼拉湾与苏比克湾之间
的海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
演；６月再次在南海举行联合军
演，日本首相安倍与菲律宾总
统阿基诺同月达成有关军事技
术和装备交换的协议。去年８
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
参加在菲律宾沿海举行、由美
国主导的海上人道主义救援演

习。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
野克俊出席了此次演习。

河野先前与加斯明会晤时
表示，日方有兴趣与菲海军举
行两栖登陆联合演习和行动，
愿与菲分享南海和能力建设方
面的情报。另外，阿基诺去年６
月在访问日本时说，菲方正准
备与日本启动“部队访问协定”
谈判，以允许日本自卫队飞机
和舰船使用菲律宾的基地加
油、补给，便于日本自卫队扩大
在南海的活动范围。

据新华社2月28日电 伊朗分管
妇女和家庭事务的副总统莫拉韦尔
迪说，日前，伊朗南部锡斯坦-俾路支
斯坦省一个村庄的所有成年男子因
犯毒品罪而被全部处死。本周早些时
候，莫拉韦尔迪接受伊朗半官方的迈
赫尔通讯社采访时披露了这一消息。
她没有说明这些男子的人数以及是
被同时处决还是分批处决。

英国《卫报》２６日援引联合国官
员的话报道，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
是伊朗最落后的地区，贫困率、婴幼
儿死亡率很高，人均寿命全国最低，
文盲率最高，毒品犯罪猖獗，因此导
致的死刑率也很高。莫拉韦尔迪认
为，政府需要对那些死刑犯的家人负
责，向他们提供帮助。莫拉韦尔迪说，
鲁哈尼政府重新启动了之前被砍掉
的家庭资助项目，将其视为伊朗国家
发展规划的一部分。

伊朗>>

犯了毒品罪
处决整村成年男子

美国>>

表情包要慎用
12岁女孩摊上官司

韩国>>

除了重罚酒驾
酒后骑车也不行了

阿阿基基诺诺又又抱抱上上了了安安倍倍的的腿腿
日本将向菲律宾供应军事装备

只只是是说说说说，，反反对对声声就就炸炸了了锅锅
英国两大反对党党首参加游行反对核武库换代

英国《独立报》报道，27日，英国两大反对党领袖———
工党党魁科尔宾和苏格兰民族党党首斯特金，与数千名
英国民众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英
国彻底放弃核武器。

美国空军26日公布B-21型飞机图像，机翼类似B-2型轰炸机，但线条较为利落。

英国海军45型驱逐舰和“前卫”级核潜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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