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金·达罗
克尖刻批评美国政府的密件被媒
体曝光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
回应称， 美方不会再与达罗克打
交道。 特朗普还通过社交媒体攻
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处理 “脱
欧” 问题的方式， 并称英国很快
将拥有一位新首相对英国来说是
一个 “好消息”。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上个
月刚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后
不久就出现这一令英方尴尬、 美
方恼怒的泄密事件， 两国关系短
期内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冲击。

特朗普狠批特雷莎·梅
英国媒体7日刊登多份达罗

克发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和电
报， 达罗克在这些密件中称特朗
普政府 “运行不畅 ” “难以预
测” “能力不足”。

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说： “我不认识这位大使， 但
是， 他在美国并未受到好评， 我
们不会再与他打交道了。”

特朗普同时批评了特雷莎·
梅的 “脱欧” 政策， 称特雷莎·
梅没有听取他的建议 ， 把 “脱
欧” 搞得一团糟。 他表示， 对英
国来说， “好消息是他们很快将
拥有一位新首相”。

但特雷莎·梅的发言人说 ，
特雷莎·梅 “充分信任” 达罗克，
没有将他召回的计划。 这名发言
人同时表示， 特雷莎·梅不认同
达罗克对美国政府的尖刻批评 。
英国外交部已宣布对泄密事件启
动正式调查。

达罗克是英国最有经验的外
交官之一 ， 从2016年1月起担任
英国驻美国大使。 此前， 他曾担
任英国常驻欧盟代表和首相国家

安全顾问。

英美关系受冲击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泄密事

件有可能与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内
部争夺首相职位的斗争有关， 也
可能与 “脱欧” 问题有关， 因为
达罗克被认为对 “脱欧” 一事不
太热心， 而此次曝光这些密件的
英国记者是一名坚定的 “脱欧
派” 人士。 虽然泄密者的主要目
的也许并非针对特朗普政府， 但
这一事件在短期内不可避免会给
英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一名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接受
美国 《政治报》 网站采访时说 ，
他不能确定特朗普的推特是否意
味着达罗克已被确定为 “不受欢
迎的人”。 这名前官员说 ， 白宫
和国务院接下来会讨论是否将特
朗普的推特当作一个正式指示 ，

要求各政府部门不再接触达罗
克。 如果是这样， 英国会把达罗
克调离华盛顿。

据彭博社报道， 达罗克原本
被邀请参加8日特朗普与到访的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晚餐， 但
因为特朗普的推特， 美方取消了
对达罗克的邀请。

美国 《纽约时报》 认为， 特
朗普的推特是对特雷莎·梅政府
的 “无礼告别 ”， 并且几乎已经
宣布达罗克为 “不受欢迎的人”，
这是美国与最亲密盟友英国之间
的一道明显裂痕。 美英关系表面
和谐， 但其实早已出现问题。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托马斯·赖特认为 ， 特朗
普做了太多让英国厌烦的事， 目
前美英关系整体相对糟糕， 处于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最
低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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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密件泄露事件冲击英美关系
新华社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及周边地区8日遭
暴雨袭击， 民众出行和生活受到
影响。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
据， 华盛顿、 弗吉尼 亚 州 和 马
里兰州部分地区当天降水超过
10厘米 。 一些河流水位上涨迅
速， 多地发布洪水警报， 不少道
路被封锁。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
馆在社交媒体上说， 馆里的主要
电力设备被渗水破坏， 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抢修， 防水门等设备已
被启用 ， 馆内藏品处于安全状
态。 此外， 记者在白宫地下媒体
工作区也看到了地面渗水。

暴雨和洪水也导致公共电力
设施被破坏， 仅在弗吉尼亚州就
有数千用户失去电力供应。

与此同时， 华盛顿及周边地
区的地铁系统也受到影响。 据民
众在社交媒体上分 享 的 信 息 ，
地铁站台 、 电梯 、 车厢等出现
不同程度的漏水。 降雨于8日下
午停止。

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遭暴雨袭击

新华社电 英国政府 9日宣
布， 从今年9月起， 人乳头瘤病
毒 （HPV） 疫苗接种计划覆盖
范围将从女孩扩展至男孩， 估计
未来40年将避免数万例癌症病例
发生。

HPV疫苗又称宫颈癌疫苗 ，
可通过阻止HPV感染预防相关癌
症发生， 包括宫颈癌、 阴茎癌、
肛门癌、 某些头颈癌等。 英格兰
公共卫生局当天发布公报说， 据
英国沃里克大学建立的模型估
算， 到2058年， 也就是英国启动
HPV疫苗接种计划50年时， 该疫
苗将在英国可能阻止超过6.4万
例宫颈癌和近5万例其他相关癌
症发生。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免疫部门

负责人玛丽·拉姆齐在公报中说，
在成功实施女孩接种计划基础上
“实现HPV疫苗全覆盖让我们有
机会使HPV相关疾病成为过去”。
“给男孩接种疫苗不仅能保护他
们自身， 还将预防女孩患上更多
HPV相关癌症， 这将在未来减轻
男性和女性罹患这些癌症造成的
总体负担”。

沃里克大学人口与疾病学教
授马特·基林说： “我们的数学
预测和经济学分析充分支持将男
孩纳入HPV疫苗接种计划是划算
的……我们的工作清楚地表明，
继续针对女孩的疫苗接种计划是
多么有效， 而男孩的加入将产生
额外保护效果， 预防两性发生一
系列癌症。”

新华社电 2008年 ， 美国印
第安纳州一只名为 “雪球” 的凤
头鹦鹉因会跳舞在互联网 “走
红”。 研究人员8日在美国 《当代
生物学》 杂志上报告， 他们通过
对 “雪球” 跳舞视频画面分析发
现， “雪球” 会14种舞步。

美国州立圣迭戈大学和塔夫
茨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逐帧
分析 “雪球” 跳舞视频， 辨别出
14种不同的 “雪球” 舞步， 包括左
右晃、 抬脚下摆、 头脚同步、 抬脚
撞头、 全身转和逆时针转等。

不过， “雪球” 并不能形成
自己的舞蹈套路， 它无法在完成
一系列复杂动作后再次重复， 只
是伴着音乐随心而动。

研究人员多年前观察了 “雪

球” 伴随音乐同步运动的能力。
他们发现， “雪球” 可以跟着音
乐节拍简单舞动， 有时会走神 ，
有时又专注， 与孩童类似。 研究
人员后来发现， “雪球” 还会学
习尝试新的舞蹈动作， 与人类行
为相似。 因此研究小组又对 “雪
球” 进行了这次实验拍摄。

据介绍， 伴随音乐同步运动
是舞蹈的基础， 大多数动物都不
具备这种能力， 鹦鹉能学会多种舞
步，可能是由于鹦鹉大脑的听觉-运
动连接更发达， 拥有复杂的听觉
运动处理能力。 研究分析认为，“雪
球”会跳舞源于鹦鹉的模仿、记忆、
注意力等5种能力和特征，而鹦鹉
更丰富的舞蹈动作可能意味着其
前脑更多参与了行为控制。

英国将为男孩免费接种HPV疫苗

美国“网红”鹦鹉会14种舞步

从本月8日开始 ， 根据俄罗
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总统令， 俄罗
斯各航空公司开始暂停从俄罗斯
飞往格鲁吉亚的客运航班业务。

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
院 ） 一名议员在格鲁吉 亚 议 会
大厦的一个举动为什么会在格
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造成局势
动荡， 进而导致俄格关系再次出
现危机？

导火索是什么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由东正

教国家组成的议员论坛东正教议
会间大会全体会议6月20日在第
比利斯的格鲁吉亚议会大厦举
行。 参会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 、
俄国家杜马议员加夫里洛夫被安
排坐在格鲁吉亚议长的席位上发
言。 此举立刻引起格鲁吉亚议会
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同时， 反对派还指责格鲁吉
亚政府不应给加夫里洛夫发放入
境签证， 因为他曾经访问谋求独
立的阿布哈兹。 在议会大厦附近
集会抗议的反对派支持者打出了
“制止俄罗斯” “对俄罗斯说不”
等标语。 此后， 试图冲击议会大
厦 的 抗 议 人 群 和 警 方 发 生 冲
突 ， 造成240人受伤。 格鲁吉亚
议长科巴希泽在事发第二天宣布
辞职。

普京在6月21日签署的总统
令中说， 为了保障俄国家和本国
公民的安全， 从7月8日开始采取

禁飞措施。 这一总统令还同时建
议俄各旅游公司在禁飞令实施期
间不要销售前往格鲁吉亚的旅行
服务。 俄交通部紧随其后禁止格
鲁吉亚各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飞
往俄罗斯。

造成了什么影响
俄格关系出现危机后， 首当

其冲受影响的是格鲁吉亚旅游
业。 格鲁吉亚是俄罗斯人最热衷
的境外度假旅游目的地之一。 据
格鲁吉亚的统计， 2018年格鲁吉
亚每五个游客中就有一个来自俄
罗斯。 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发布的
通告说， 俄罗斯游客的锐减将对
格鲁吉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如
果禁飞令一直持续， 那么截至今
年年底， 格鲁吉亚可能面临高达
3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其次， 格鲁吉亚葡萄酒等传
统出口拳头商品在俄罗斯市场
受到冲击。 禁飞令颁布后， 俄联
邦消费者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
监督局宣布对来自格鲁吉亚的葡
萄酒和其他酒精类饮料加大监管
力度。

此外， 俄格两国间的人文交
流活动也受到牵连。 格鲁吉亚著
名女歌手卡塔玛泽曾在社交媒体
上留言说， 由于发生了第比利斯
事件 ， 她将放弃在俄罗斯的演
出。 与此同时， 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也提醒俄罗斯演员， 考
虑到自身的安全， 目前暂时不要

前往格鲁吉亚进行商业巡演。

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观察人士认为， 俄罗斯和格

鲁吉亚两国关系此轮危机的背后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苏联解体后， 俄格两
国因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
长期不睦。 2008年俄格大规模武
装冲突后， 俄宣布承认南奥塞梯
和阿布哈兹独立， 两国因此断绝
外交关系。 2012年， 格鲁吉亚以
新政府上台为契机开始修复和俄
罗斯的关系， 前驻俄大使阿巴希
泽被任命为对俄关系总理特使 。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 格鲁吉亚
秉持务实立场， 没有参与西方对
俄罗斯的制裁。

虽然最近几年出现了进一步
回暖迹象， 但俄格关系的根基依
然十分脆弱。 只要两国在南奥塞
梯和阿布哈兹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不解决， 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
双方的矛盾激化。

其二， 俄罗斯之所以要对此
次俄格关系危机做出这样的回
应， 不仅仅是为了向格鲁吉亚的
反俄行动施压， 同时也在间接警
告和威慑乌克兰、 摩尔多瓦等前
苏联国家中反俄和仇俄势力。 接
下来， 俄罗斯应该会考虑选择恰
当的时机收拾残局， 因为重新回
到曾经持续多年的对抗状态， 既
不符合格鲁吉亚的利益， 对俄罗
斯来说也无益处。 据新华社

普京叫停格鲁吉亚航线为哪般

7月8日，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 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父
亲章荣高 （前） 和家人抵达联邦法院。 当日， 章莹颖正式进入量刑阶
段， 由12人组成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陪审团将决定罪
犯布伦特·克里斯滕森是接受死刑还是终身监禁。 该陪审团6月24日裁
定， 克里斯滕森2017年绑架和谋杀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罪名成立。

新华社发

章莹颖案进入量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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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7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特朗普出席一场活动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