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英国
考古学家曾把阿伯丁郡
一座农场附近的一圈石
头认定为距今大约4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如
今却发现，这个所谓遗
迹，连30年历史都没有。

英国《每日电讯报》
1月21日报道，阿伯丁郡
阿博因农妇菲奥娜·贝
恩去年末向阿伯丁郡地
方议会考古部门报告，
在她家附近发现这处

“古迹”。考古学家现场
考察后认定，这圈石头
像先前在苏格兰东北部

发现的多处类似结构一
样是古迹。然而一名农
夫近日联系到考古部
门，说他曾是“古迹”所
在那片土地的主人，这
圈石头是他上世纪90年
代摆在那里的。

考古学家这才想起
来这处“古迹”的可疑之
处，比如缘何以前没有人
发现，缘何直径比先前发
现的石头圈都小，缘何保
存得如此完好。考古学家
亚当·韦尔法尔当时凭那
些石头上的地衣认定石
头圈为“古迹”，因为地衣

生长速度非常慢。韦尔法
尔认为，石头上有大量地
衣，“说明石头圈的古
老”。《每日电讯报》在最
新的报道中分析说，石头
可能确实很古老，但石头
圈并不一定古老。

阿伯丁郡地方议会
负责历史环境记录的官
员尼尔·阿克曼说：“确定
这类遗迹的年代，难度非
常大。出现这种情况显然
令人失望，但是这个故事
有趣。”考古人员打算把
这件事记录在案，以免今
后再看走眼。 （欧 飒）

纪念
马丁·路德·金

1月21日，在美国洛

杉矶，一名乐手参加马

丁·路德·金纪念日游行

活动。当日，美国洛杉矶

举行马丁·路德·金纪念

日游行，纪念民权运动

领袖马丁·路德·金。马

丁·路德·金一生积极参

加并领导美国黑人民权

运动。1968年4月4日，马

丁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遭刺杀，年仅39岁。1986

年起美国政府将每年1

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

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

日。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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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满两年，特朗普期中考得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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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联邦政府不
断刷新最长关门纪录的同
时，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
已满两年。两年来，特朗普
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推出
一系列举措，引发各种议
论，也给世界带来影响和
冲击。回顾特朗普执政这
两年，分析人士认为，美国
国内两党对立加剧，社会
撕裂加深。对外，美国奉行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
策，为维护国际多边体系
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
增添了阻力。

■内政

各领域推出一系列新

政策

经济领域：特朗普政
府实施了美国30多年来首
次重大税改，为美国经济
带来短期刺激效应。根据
这份法案，美国联邦企业
所 得 税 率 从 35％ 降 至
21％。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维持联邦个人所得税率分
为7档不变，但大部分税率
有所下降。特朗普政府还

放松了对煤炭、石油领域
的管制，废除了奥巴马政
府制定的 《清洁电力计
划》，为美国能源开发松
绑。此举遭到民主党人及
环保组织的谴责。

安全领域：特朗普政
府增加国防预算，加大对
太空、网络等方面的投入，
并计划大规模扩建海军。

民生领域：限制非法
移民成为特朗普的重要
目标。特朗普政府修建美
墨边境墙的计划和强硬
对待非法移民的做法引
发美国舆论批评，并成为
两次政府关门的导火索。
特朗普不断收紧移民政
策，对签证申请实施更严
格的审核，颁布针对难民
和部分国家公民的入境
限制令，废止暂缓遣返约
80万童年抵美者的“追梦
人”计划。

■外交

奉行“美国优先”推行

单边主义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

国优先”，采取一系列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动，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
核问题协议等多个国际协
议和多边机制中退出，并
对许多国家的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

美国塔夫斯大学国际
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雷
兹纳认为，特朗普政府的
单边主义倾向令美国的

“诚信”受损，很可能影响
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
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特朗

普政府将传统盟友与竞争
对手一视同仁，试图通过
关税等手段逼迫盟友在贸
易等问题上就范，导致许
多盟友感到沮丧、甚至愤
怒。

与此同时，特朗普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去
年举行了首次会晤，这一
举措成功吸引了世界目
光。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第二次“金特会”在即，
并有可能取得一定突破。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
在社交媒体上再次表示，
期待与金正恩在2月再次
会晤。美国副总统彭斯20
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

访时说，美朝领导人之间
的沟通“非常好”，美方期
待朝方采取实际举措实现
无核化，特朗普总统对此
感到“非常乐观”并相信可
以取得“真正进展”。

■对立

政见分歧渗透到社会

各层面

过去两年中，政见分
歧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各
个层面，无论是在校园生
活、体育赛事、家庭聚会
中，政治话题都可能引发
争论和摩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卡梅·阿皮亚认为，一些
美国人甚至认为那些观点
对立者根本不是“自己
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政治学者乔治·施奈德认
为，现在是美国自内战以
来政治分裂最严重的时
刻。

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
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
援引最新研究数据指出，
过去20年间，美国国内持

坚定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
义立场的人数翻番，而温
和的中间派力量严重受
损。

分裂，在去年秋天的
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战”
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获提
名的卡瓦诺遭性侵指控，
引发民意“信他”还是“信
她”的尖锐对立。共和党倾
力为卡瓦诺上任护航，而
民主党全力拉他下马。虽
然卡瓦诺最终涉险过关，
但留给美国社会的裂痕难
以弥合。

在去年11月举行的国
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
重夺众议院控制权，而共
和党人扩大了在参议院的
优势。分析人士指出，过去
两年，由于同时控制白宫
和国会，共和党人在立法
上占据不可撼动的优势，
引发民主党人不满。未来
可预见的是，重夺众议院
控制权的民主党人将尽力
阻碍特朗普政府的立法议
程，两党合作将更难实现。
（据新华社、《北京晚

报》报道）

新华社消息 阿富
汗消息人士1月22日向记
者证实，该国东部瓦尔达
克省21日发生的针对军
方目标的袭击事件已造
成至少32人死亡。

瓦尔达克省议员卡
瓦尼·苏丹尼表示，遭遇
袭击的军事基地位于该
省首府迈丹沙赫尔，基
地内当天有至少150名
政府军士兵驻守。苏丹

尼说，武装分子在袭击
中使用了汽车炸弹，并
与政府军士兵发生持续
交火。袭击造成至少70
名政府军士兵受伤，一
些人伤情严重，死亡人
数可能增加。

瓦尔达克省公共卫
生部门官员穆罕默德·萨
利姆·阿斯加尔21日对新
华社记者说，至少有4名
袭击者参与袭击，1人在

军事基地外引爆汽车炸
弹，另外3人在交火中被
击毙。爆炸造成军事基地
的围墙和部分建筑不同
程度损坏。

阿富汗塔利班21日
通过社交媒体宣称制造
了这起袭击事件。阿富汗
近期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塔利班已多次在全国范
围内对特定目标发动袭
击。 （代 贺 法瑞德）

新华社消息 俄罗斯
联邦海洋和河流运输局1
月21日说，两艘悬挂坦桑
尼亚国旗的货轮当天在刻
赤海峡附近水域起火燃
烧，已造成10人死亡。

俄罗斯联邦海洋和河
流运输局22日发布公告说，
这两艘货轮上共载有32人，
截至22日清晨，救援部门共

救出12人，10人遗体被找
到，还有10人失踪。由于火
较大和天气恶劣，救援部门
认为失踪人员已丧失生还
希望。目前，搜救工作已转
入事故处理阶段。

俄罗斯媒体此前报道
说，这两艘货轮悬挂坦桑
尼亚国旗，分别是油轮和
液化气运输船，船上人员

来自土耳其和印度。事发
时两艘货轮之间正在进行
燃料输送作业，其中一艘
货轮突然起火燃烧，火势
随即蔓延至另外一艘货
轮。

刻赤海峡位于克里米
亚地区东部的刻赤半岛和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
区西部的塔曼半岛之间。

特朗普

假古迹打脸英考古学家

阿富汗一军事设施遇袭 至少32人死亡

刻赤海峡两艘货轮起火
10人死亡10人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