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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体干预俄选举？
新华社消息 就在美
国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调
查有关俄罗斯政府干涉
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传
闻之际，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一个委员会的
主席18日指责说，美国方
面去年利用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等媒体干涉了
俄罗斯选举活动。

俄国家杜马信息政策
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莱
文 18 日 在 这 一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上 透 露 ：“我 们 正 在
调查这起美国试图干预
俄 罗 斯 选 举 的 案 件 。” 按
他的说法，美国政府利用
一系列工具干涉俄罗斯
内政，包括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美国之音俄语频

道和自由广播电台俄语
频道等。莱文还说，美方
不仅干预俄罗斯选举进
程，还在多方面干涉俄罗
斯内政。美方的施压体系
包括了多家基金会等非
政府组织。
俄罗斯社会研究组织
政 治 信 息 中 心 18 日 向 莱
文所领导的国家杜马信

息政策委员会递交一份
报告，指认美方在过去几
年加大了对俄罗斯政治
生活的干预，尤其体现在
干涉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
方面。 这份报告提醒，美
方还有可能干预2018年俄
罗斯总统选举的准备阶
段。
政治信息中心主任

特朗普签新令：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新华社消息 美国总
统特朗普18日签署一份行
政令， 要求改革目前的签
证政策， 并采取措施让政
府采购更多国产货。
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北
部威斯康星州一家工厂演
讲 时 表 示 ：“通 过 这 次 行
动， 我们向世界发出了一
个强有力的信号， 那就是
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工人，
保护我们的工作， 并竭尽
所能将美国（利益）置于第
一位。”这份《买美国货、雇
美国人行政令》 要求美国
政府相关部门就目前的政
府采购项目和移民项目进
行全面评估， 以堵住损害
美国劳动者利益的漏洞，

并对签证政策进行改革，
以吸引最具竞争力的人才
到美国工作生活。
行政令规定：“在这份
行政令生效后220天内，商
务部长应和国务卿、 行政
管理和预算局主任以及美
国贸易代表一道向总统提

交一份报告， 其中应包含
如何加强购买国货相关法
律的执行力度。”
行政令要求， 国务卿
等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
“应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新
的与移民系统相关的政策
和指导意见以保护美国劳

动者的利益， 如对移民诈
骗和滥用移民政策的预防
措施。 国务卿等相关政府
部门负责人还“应以最快
的速度提出改革H1B签证
的建议，以保证H1B签证发
放给那些最具劳动技能或
薪金最高的申请人”。
H1B签证是美国面向
高技术外籍人才发放的签
证， 其初衷是满足国内企
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
美 国 每 年 发 放 约 8.5 万 份
H1B签证，而2017年收到了
19.9万份申请。目前H1B签
证发放采取抽签制度，其
中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中签
几率高于本科毕业生。
（刘 阳 徐剑梅）

阿列克谢·穆欣在报告中
指出，美方不断指责俄罗
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实
际上是为混淆视听，掩盖
其干预俄方选举的行为。
他说，美方加大利用媒体
干预俄罗斯内政始于
2014年左右， 因 为 那 时 一
些非政府组织被列为“外
国代理人”， 其在俄活动

受到限制。
2012年7月，俄罗斯通
过《非 政 府 组 织 法》修 正
案，把接受国外资助并从
事政治活动的俄罗斯非
政府组织认定为“外国代
理人”。次年，俄司法部获
得授权，可自主决定将非
政府组织列入“外国代理
人”名单。
（杜 鹃）

爱尔兰一小伙
靠旅游博客致富
新华社消息

外出旅游还能让人变成人生赢家？

看看爱尔兰小伙约翰尼·沃德的励志故事吧。 沃德现
年33岁， 出生在爱尔兰戈尔韦一个不富裕的单亲家
庭。大学毕业后，他希望能像其他小伙伴一样旅行，无
奈囊中羞涩， 只能找了份到美国夏令营打工的工作，
自此走上了边打工边旅游的道路。美国的夏令营结束
后，他开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英语，并在假期用自
己攒下的钱到处看看。不知不觉间，沃德走访了30多
个国家和地区。但他意识到，靠打工赚的钱无法支撑
他完成游遍世界的梦想。
2009年时， 沃德在澳大利亚找到份稳定工作，虽
然薪水待遇还不错，但他觉得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方式，就辞掉工作，继续旅行。一个偶然的机会，沃德
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旅游博主的博客，发现对方靠写
旅游博客就能月入数千美元。于是，2010年，他找人为
自己搭建起第一个旅游网站onstep4ward.com，开始认
真写旅游博客。网站建起约6个月后，沃德在非洲埃塞
俄比亚旅行。当他在亚的斯亚贝巴一家咖啡馆查阅电
邮时，有人主动提出打算花几十美元在他的网站上投

吸金惹争议
新华社消息 因身兼
数职而引发争议的英国前
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19
日宣布，在今年6月提前举行
的大选中，他将不再争取连
任议员。
奥斯本现年45岁，2010
年至2016年担任英国财政
大臣。去年7月，英国新任首

英前财长放弃议员职务
相特雷莎·梅上任后，奥斯本
被解除职务。如今，他是一名
下议院议员，代表英格兰西
北部柴郡的塔顿选区。《伦敦
旗帜晚报》19日刊登了奥斯
本致选区选民的一封信。信
中说：
“
我即将辞去议会下院
议员职务，但会继续积极参
与事关国家未来和其他感

美科学家发现超级地球
央视消息 据英媒4
月19日报道， 正在地球之
外寻找外星生命的科学家
们认为， 在太阳系外发现
的“超级地球”是迄今为止
最有可能发现生命的地
方。 这颗太阳系外行星距

兴趣话题的讨论。我将继续
以报纸编辑的身份为英国而
奋战。毕竟，现在写回忆录还
为时过早。”
奥斯本上月中旬证实，
他将担任《伦敦旗帜晚报》编
辑，而此举引发外界批评。有
人质疑，早已身兼数职的他
无法兼顾编辑和议员两个重

放广告。这成为沃德通过互联网挣的第一桶金。后来，

要职位，要求他辞去议员职
务。卸任财长后，奥斯本并没
有闲下来。除通过演讲吸金
外，3月上旬， 他证实自己在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美
国贝莱德投资集团兼职做顾
问，年薪预计为65万英镑（约
合545.7万元人民币）， 每年
只需工作48天。 （杜 鹃）

此，这些旅游博客让他月入约5万美元（34.4万元人民
币）。旅游博客迄今为他挣了1300多万元人民币。英国
《每日邮报》18日援引沃德的话报道，他用这些钱购置
了房产，但仍然在路上，希望能尽早游遍世界。
（乔 颖）

◎有图有真相

或存在生命

离地球39光年， 大约有50
亿年历史， 漫长的历史足
够其进化出生命。
美国哈佛-史密森天
体物理中心首席科学家杰
森·狄特曼表示：“这是过
去10年间我见过的最令人

兴奋的系外行星。 要想寻
找地外生命存在的证据，
可能没有比它更好的目标
了。”这颗行星体积是地球
的1.4倍， 质量是地球的8
倍， 这预示着它绝大部分
由岩石构成， 并且有铁核

存在。 自从1992年发现首
颗系外行星以来， 宇宙中
某处是否存在其他生命的
探索从未停止。目前，科学
家们已经在2675个星系中
发现了3500多颗行星。
（宗 合）

蓝色龙虾

韩国试行无硬币结算
韩国多家超市和商场
自20日开始试行无硬币结
算，检验彻底取消硬币流通
是否可行。根据韩国银行先

网站每月为他带来约7000美元 （约合4.8万元人民币）
的广告收入， 他又乘势开了几个博客， 雇了写手。至

前声明，参与试行的商家将
不再支付硬币找零，消费者
可选择将同等金额的零头
存入个人交通卡或预付费

手机卡。银行官员称，这些
零钱有望在明年之前转入
消费者银行账户名下。如果
试行效果良好，韩国可能考

虑彻底取消硬币。无硬币流
通不仅省去消费者的麻烦，
还能极大降低铸币费用。
（据新华社报道）

当地时间4月19日，法国布雷斯特发现蓝色龙虾。
专家解释说，这种蓝色龙虾十分罕见，200-300万只龙
虾中才会出现1只蓝龙虾。研究发现，一种数量过多的
蛋白质虾青素结合后， 形成蓝色化合物虾青蛋白，正
是这种物质导致龙虾呈现蓝色。
（据央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