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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4月6日电 俄罗斯消
息人士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
将于５月６日前往俄罗斯城市索契进
行访问。俄罗斯《消息报》６日报道，
安倍届时可能会晤俄罗斯总统普
京，磋商缔结和平条约等议题。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
会主席普什科夫２月证实，俄方期待
安倍４月或５月到访。媒体先前报道，
安倍和普京今年１月通电话时，敲定
安倍访俄行程。

日本和俄罗斯就南千岛群岛争
议严重，至今未能缔结和平条约。千
岛群岛位于俄远东堪察加半岛与日
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齿舞、色
丹、国后和择捉四岛被俄称为南千
岛群岛，日本则称之为北方四岛。二
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
俄方认为，日本要求其归还北方四
岛即在要求重新定义二战战败结
果。

据新华社华盛顿４月6日电 美
军网络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罗杰斯５
日说，美军现已建成超过１００支网络
部队，其中２７支拥有全面作战能力，
６８支拥有初步作战能力。

罗杰斯当天在美国国会一个听
证会上说，美军从２０１３年年初开始
组建网络部队，迄今已建成１２３支，
总人数为４９９０人，而目标是在２０１８
年建成１３３支具有全面作战能力的
网络部队，总人数为６１８７人。

他表示，美国网军由３个分支组
成，一类是执行进攻任务的作战部
队，一类是保护国防部内部网络的
网络保护部队，还有一类是国家任
务部队，主要保护美国国内电网、核
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

罗杰斯说，这些网络部队正在
为美国网络空间的安全作出贡献，
比如美国网络部队正在对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发起攻击，以使该组织
难以从其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
地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策划或实施
攻击。但他表示，不能透露具体作战
细节。

综合新华社内比都4月6日电
缅甸总统府部长发言人吴佐泰6日
说，总统吴廷觉已签署在政府内设
置国家顾问的法案，缅甸外交部长、
总统府部长昂山素季出任国家顾
问。

吴佐泰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在总统签署法案后，法案已被
送至联邦议会。

此前，缅甸联邦议会民族院(上
院)、人民院(下院)已分别通过该法
案。根据缅甸宪法，两院通过的法案
无需联邦议会再次表决，总统签署
法案后即可正式成为法律。

根据法案内容，设置国家顾问
是为实现国家和平、发展市场经济
制度、联邦制和繁荣发展等目标。国
家顾问的职责和权限是在不违反宪
法的前提下，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
提出建议，并为落实建议与政府、相
关部门、组织和个人等联络协商。国
家顾问的津贴和开支等根据联邦预
算法划拨，任期将与当届总统任期
相同。

另据新华社报道，外交部长王
毅6日在内比都会见缅甸总统吴廷
觉。民盟主席、缅外长昂山素季在
座。

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吴
廷觉的问候。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奉
行对缅友好政策，愿同缅新政府继
承传统友好，加强高层交往，增强政
治互信，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吴廷觉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
席的问候。吴廷觉表示，缅新政府愿
与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促进缅中
友好，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合作。

本报讯 美国共和、民
主两党于当地时间5日在威
斯康星州分别举行大选初选
投票。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
两党领先的参选人特朗普和
希拉里双双失利，分别败于
克鲁兹及桑德斯。

报道称，共和党总统参
选人克鲁兹在威斯康星州初
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使目
前在党内领先的特朗普的提
名之路变得前景复杂：虽然
他在共和党初选中领先，但
可能最终会因为没有足够数
量的党代表支持而无法确保
赢得党内候选人提名。

特朗普5日当天表示，虽
然在威斯康星州落败，但他
仍然会最终获胜，并将矛头
指向其对手，称克鲁兹“就是
一只特洛伊木马”，被党内的
大佬利用，想要窃取提名。

报道指出，共和党内部
各领袖担心特朗普在最终的
大选中会是一个实力较弱的
候选人，并且可能会在投票
中连累其他共和党议员。民
调显示，特朗普在一些重点
选民群体当中极度不受欢
迎，这些群体包括女性、拉丁
裔和年轻人。

不过，报道也指出，虽
然5日的落败对特朗普是一
个打击，他的阵营仍然有时
间可以卷土重来。特朗普阵
营现在转向了美国东北部
大州，这些地方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拥有较大的领先优
势。

民主党方面，桑德斯在
威斯康星州力克希拉里，赢
下强势一仗。桑德斯赢得了
最近六场初选中的五场胜
利，正在乘胜追击。在纽约州
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关键选战
到来之前，这场胜利给桑德
斯带来了激励。

报道称，桑德斯在威斯
康星州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都
赢得了胜利，但由于民主党
在该州的党代表票是按比例
分配的，因此他暂时不会跑
赢希拉里。要赶上希拉里，桑
德斯将需要赢得剩下的选举
人票和未确定的超级代表的
67%。到目前为止，他赢得了
37%。

不过，希拉里仍然保持
着可观的领先优势，她在选
举人票总数上继续领先于桑
德斯。多数分析人士也表示，
虽然她近期输掉了一些州，
但最终还是会赢得民主党的
提名。

综合中新网消息

眼下，特朗普在美国风头
一时无两，但有舆论认为，越
往后，他通往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提名之路可能越难走。

在威斯康星州进行的共
和党预选中，特朗普输给了克
鲁兹。单论选情，威州之胜对
克鲁兹很重要，他有望借此争
得更多党内支持。但威州之
败不会撼动特朗普以７００多
张选举人票遥遥领先的优
势，且下一站预选在他老家
纽约州，胜算很大。如不出重
大意外，特朗普将领跑共和
党预选到底，但这不等于特
朗普能够最终赢得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提名。

威州预选在一定程度上
测试了吹响“阻止特朗普”号
角的成效。克鲁兹此番胜利，
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反特朗
普力量的“狂热运作”。不仅如
此，几周来美国媒体也频频唱
衰特朗普。而特朗普还主动奉

送“弹药”：挑起克鲁兹太太美
丑的口水战，嘲弄自家竞选经
理涉嫌殴打的女记者，宣称非
法堕胎的女性应受法律惩
处……“雷语”又得罪一大片。

不少人相信，特朗普赢得
共和党提名的可能性越大，共
和党输掉全国大选的可能性
就越大。更糟的是，共和党内
不少人担心，由特朗普“扛旗”
可能拖累众多共和党大佬在
国会和州长的选举，以致危及
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
地位。

这些深切直接的利害关
系，使得共和党内反特朗普力
量不断壮大。尽管这些反对力
量有的主张选择克鲁兹，有的
寄望于选情坠尾的俄亥俄州
州长卡西奇，还有的提议压根
儿没参选的众议院议长保罗·
瑞安，但这些人对不选择谁有
高度共识，号称“决不要特朗
普”。

如今，共和党内反特朗普
力量不再指望谁能反超特朗
普，而是期望阻止特朗普拿到
直接锁定提名所需的１２３７张
选举人票。这样一来，７月共和
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多州代
表在第一、二轮投票后，可以
不再受该州预选结果约束。这
对特朗普很不利。比如卡西奇
恐怕正是盯住了代表大会，想
坚持“刷存在感”以取得反特
朗普的共和党资源。

共和党的“阻止特朗普”
运动会走多远？如果特朗普
最终接近目标票数的话，提
名他人如何向基层选民交
代？一旦特朗普脱党独立参
选，又将如何应对他？更要紧
的是，特朗普崛起已经造成
共和党选民分裂，不管最终
谁在选战中扛起共和党大旗，
都会面临如何弥合党内分裂
的课题。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4月6日电 一场
化学考试，两次泄题，两度取
消，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学
生最近着实“心塞”。法新社５日
报道，大约１７.４万名考生原定
上月２１日参加大学入学前考
试，却因考题提前泄露而临
时取消。考生上周再次应考，
却 在 考 前 几 小 时 收 到“ 噩
耗”——— 考题又被泄露了，考
试再度取消。

卡纳塔克邦刑事犯罪调查
部门负责人索尼娅·纳朗告诉
记者，警方已经逮捕３名官员，

“我们还在调查更多人在这起
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按她的
说法，其中一名落网官员是卡
纳塔克邦医学教育主管官员的

私人助理。
第一次泄题后，当地教育

部门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中承诺
就泄题源头展开“全面调查”。
只是，泄题事件终究又发生了
一次。部分学生情绪激动，于上
周末冲击了班加罗尔的一处考
试中心办公室。实际上，这不是
卡纳塔克邦第一次发生泄题事
件，早在２０１２年，该邦的化学试
题就有过泄题先例。

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接连
出现泄题情况，教育部门大约
４０名雇员已受到停职处理。
警方消息人士透露，遭泄露
的 考 题 经 由 一 款 手 机 软 件

“流通”，售价相当便宜，仅为
１０００卢比（约合１５美元）。如果

不出意外，考生将于本月１２日
再次参加考试。

印度没有像中国国内高考
一样的大学入学统考，但在相
当于初中毕业的１０年级和相当
于高中毕业的１２年级毕业时会
有两次全国考试。近年来，印度
频频曝出大规模考试舞弊甚至
是家长光天化日帮子女作弊的
丑闻。

２０１５年３月，印度媒体刊登
的照片显示，东部比哈尔邦不
少学生家长爬上４层高楼的外
墙，扒在窗边，把小抄夹在纸飞
机内扔给坐在教室里参加中考
的子女，公然帮他们作弊。而在
２０１３年媒体曝光印度中央邦一
起大规模考试舞弊案后，包括

警察、记者等在内的数十名涉
事人员竟然相继死亡，引发当
地民众恐慌。

今年２月，印度军方在一场
招兵考试中要求考生只穿内
裤，以公平竞争、打击作弊。现
场照片显示，在比哈尔邦穆扎
法尔布尔市一片空地上，１１００
多名小伙子盘腿席地而坐，所
有人赤裸上身，下身只穿内裤，
手里拿着考卷，每名考生前后
左右距离其他人超过两米，考
官在他们中间巡视。

军方人员表示，采取这种
极端做法实属无奈。比哈尔
邦 是 印 度 人 口 最 多 的 邦 之
一，生活贫困，考试作弊现象
尤为严重。

两两周周泄泄题题两两次次，，1177万万印印度度学学生生怒怒了了
两度取消的化学考试再被推迟，部分考生冲击考试中心

特特朗朗普普这这次次输输了了
威州初选，克鲁兹和桑德斯分别战胜两党领跑者

““阻阻止止特特朗朗普普””号号角角越越吹吹越越响响

分析

安倍或下月

出访俄罗斯

美军建成

超百支网络部队

昂山素季出任

缅甸国家顾问

克鲁兹和妻子在胜选后相拥庆祝。

特朗普落败后一脸无奈。

桑德斯胜选后向支持者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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