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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15日发布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自民党第一副干
事长小泉进次郎成为接替安倍晋三出任自民
党总裁的最热门人选。

继承父亲票仓
日本电视台（NNN）15 日发布的民调结

果显示，在被问及“谁最适合担任下任自民党总
裁”时，小泉进次郎排名第一位。此前的多项类
似民调中，小泉进次郎大多排名第二，这是他首
次超过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跃升首位。

小泉进次郎生于1981年，小泉纯一郎次
子，是日本政坛知名“新星”。他的哥哥小泉
孝太郎出生于 1978 年，并未从政，职业是演
员，出演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小泉进次郎2004年从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毕业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政治
学硕士学位。返回日本后，他出任小泉纯一
郎的秘书。2009年国会众议院选举中，他在
神奈川县第11选区横须贺市和三浦市首次参
选众议员。

小泉进次郎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票仓，还
全盘继承父亲的政治理念，积极推崇亲美国
路线，并多次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
的靖国神社。

安倍连任悬了
日本电视台发布的民调结果同时显示，

安倍内阁支持率降至26.7%，创下他第二次出
任首相以来的最低点，进入可能下台的“危险
水域”。

安倍 2006 年至 2007 年首次出任日本首
相，2012年再次上台。能否在今年9月的选举
中保住自民党总裁位置被视为他能否继续连
任首相的前提条件。

日本 JX 通讯社 16 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
示，在被问及“是否支持安倍连任”时，所有受
访者中，45.2%回答“完全不支持”，18.1%回答

“谁都不支持”，合计比例达63.3%。支持安倍
连任的受访者仅占13.5%。

安倍的“政治导师”小泉纯一郎14日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安倍已失去民众信任，连任自
民党总裁恐怕“没戏”。

小泉纯一郎谈及森友学园“地价门”丑闻
时说，安倍承诺如果他和妻子安倍昭惠牵涉
其中就辞去首相和议员职务，这是麻烦的源
头。按小泉的说法，安倍昭惠一度担任森友
学园拟建小学的名誉校长，“安倍怎么能说与
自己无关呢？”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定于17日访问美国。访美期间，他
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非正式会谈。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问题及日美经贸
问题将是本次日美会谈的两大核心主题。
与此同时，安倍一直重视与特朗普建立良
好的私人关系，这次他将打出什么牌，也受
到外界关注。

聚焦朝核问题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行程安排，安倍

将于17日下午与特朗普举
行一对一会谈，此后将举
行有双方高级别国家安全
官员参加的小范围会谈。
18日，双方将开展更大范围的会谈，然后召
开联合记者招待会。

按照美方的说法，安倍此访重点，是赶
在美国与朝鲜举行元首会晤前，先同特朗
普协调日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
场，并就美朝元首会晤交换意见。

安倍可能还将与美方探讨要求朝鲜放
弃弹道导弹能力及制定相应时间表等事
宜。安倍曾表示，他将要求特朗普在同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时，要求朝鲜销
毁一切能够打击日本本土的短程和中程弹
道导弹。

此外，安倍可能还会要求特朗普在美
朝首脑会谈中为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进行

积极斡旋。不过，日媒普遍认为，即使特朗
普答应安倍的要求，这一议题在美方看来
优先度也较低，短期或难取得实质进展。

应对经贸纠纷
日媒认为，安倍访美涉及的经贸议题

可能包括日美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FTA）
问题、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问题和日美贸易逆差问题等。

特朗普近日曾表示，日本多年来在贸
易问题上对美国“伤害巨大”，美国媒体认

为此举意在给即将到访的安倍施加压力。
东京花旗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村嶋

归一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要求
日本同意开始两国间FTA交涉，并要求日
方在汽车及农产品这两个主要领域做出重
大让步，但日本政府一直对此持消极态度。

村嶋归一说，在此前的日美经贸谈判
中，双方已经针对汽车行业制定多种策略，
留给有效新策略的空间十分有限。同时，
在民意支持率下滑的背景下，安倍如果在
农产品问题上对美国大幅让步，将令他在
国内更加被动。

特朗普日前称，已经要求下属研究美
国重新加入TPP的可能性。对于他的这一

表态，日本国内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日
本经济新闻》称，为推动美国重返TPP，安
倍拟向美方提议在两国间引入新的经贸对
话机制。

巩固私人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安倍一直试图通过构

筑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来巩固日美关系。
因此，他访美期间如何与特朗普互动也是
一大看点。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一篇文章指
出，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
对话的计划令日本猝不及
防，这位美国总统最近还
批评日本在贸易上占美国

的便宜，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在特朗普心目
中安倍已经“失宠”。

在村嶋归一看来，此次日美会谈的焦
点在于，安倍会向特朗普“朝贡”什么，以及
他的“朝贡”能否让特朗普满意。

《日本经济新闻》援引安倍的话说：“我
比一年前更了解特朗普总统，但这次会谈
比一年前的会谈压力更大。”

日本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安倍内阁在
日本国内深陷森友学园等一系列丑闻，支
持率持续下滑，甚至已经有民众发出让安
倍内阁集体下台的呼声，这让安倍急于在
外交上取得成果来打破执政困境。因此，
这次访美对安倍来说意义重大。

新华社华盛顿4月15日电（记者徐剑梅）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7-2018 学年美国高校预期颁授的学
士、硕士和博士三类学位中，女性的占比都超
过半数。

数据显示，2017-2018学年美国高校预期
颁授 190 万个学士学位、79 万个硕士学位和
18.3 万 个 博 士 学 位 。 其 中 ，女 学 士 占 比
57.3%，女硕士占比58.8%，女博士占比52.9%。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从1869-1870学
年开始统计学位颁授数量，当年美国颁发了
9371个学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未颁发硕
士文凭，其中女学士仅占比14.7%。

1981-1982学年，美国女学士和女硕士首
次达到半数。2004-2005学年，美国女博士首
次达到半数。预期到2026-2027学年，美国女
学士、女硕士和女博士的占比将达到 58%、
60.4%和54.4%。

由此可见，在美国，接受和完成高等教育
的女性多于男性已有逾35年历史，且将成为
一种长期趋势。

新华社电 以色列官员 15 日宣
布摧毁一条自加沙地带通向以色列
的地道，指认地道出自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手。这是以
色列军方数月来摧毁的第五条地道，
也是近年发现“最长”且“最深”的地
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乔纳森·康
瑞克斯说，这条地道开挖于2014年，
长达数公里，自加沙北部延伸至以色
列南部与加沙接壤的集体社区纳哈
勒奥兹附近。以色列军队没有爆破
地道，而是用“封填”方式“摧毁”地
道。

多名以方官员认定，哈马斯希望
借助这条地道袭击以色列。

截至 15 日，哈马斯方面没有回
应以方说法。

以色列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
曼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地道起点
靠近巴勒斯坦人近来在加沙边境示
威区域，他“不认为这是巧合”。

巴勒斯坦人上月30日起在加沙

边境示威，抗议以方拒绝巴勒斯坦难
民回到被占领土，迄今至少 31 名巴
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身亡。这轮示威
预计持续到5月15日，即巴勒斯坦所
定“灾难日”、以色列建国日次日。

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 15 日罕
见披露军方摧毁地道行动少量细节，
涉及2016年新设立的一个军方实验
室。

以军当天晚些时候在一份声明
中提及这个实验室，它“使用创新式
地面搜索，包括扫描地下洞穴并作动
力学分析，努力研发新的探索和定位
技术”。一同发布的视频显示，一群
以军士兵脸部打着马赛克，在一处没
有说明的场所研究地图和电脑屏幕。

以方没有披露探测、“封填”地道
等其他细节。这些内容属于以色列
军事机密。

以色列基础设施、能源和水资源
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说，他所在部
门的地球物理学家参与了军方摧毁
地道的行动。

印度联邦调查人员15日说，一名执政党地方
议员涉嫌强奸17岁少女，与其“帮凶”相继遭警方
逮捕。印度近期接连发生针对少女的强奸和谋杀
案，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

少女欲自焚
涉嫌强奸的议员库尔迪普·辛格·森加是北方

邦印度人民党地方议员。
受害少女和家人指认，名为沙希·辛格的女子

去年6月以工作为借口将受害者带到森加位于北
方邦温瑙地区的家中。沙希在门口“放哨”，森加
对她实施强奸。

这名女孩12日告诉媒体记者，由于居住在同
一村庄，森加与她和家人相识。她去年8月向北
方邦警方报案无果，因害怕森加和其支持者威胁，
受害女孩一家人搬家至首都新德里。

她上周请求面见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
亚纳特，遭拒绝，于是试图在阿迪亚纳特的官邸外

自焚。这以后，案件得到调查，森加 13 日遭逮
捕。他当天出庭，否认全部指认。

印度中央调查局一名发言人 15 日告诉法新
社记者，涉案人员沙希14日遭警方逮捕，调查还
没有结束。

血腥案频发
印度近年来强奸案频发。2012年12月，一名

23岁医学院女大学生在新德里一辆不当班运营的
公交车上遭6名男子轮奸，伤重不治。事件引发
全国大规模示威，迫使政府出台严苛法律，设立快
速法庭审理类似案件。

今年1月，一名8岁女孩在印度北部查谟和克
什米尔地区遭绑架，经麻醉后连续5天遭8名印度
男子轮奸。女孩死前遭遇石块击打等外伤。

这起奸杀案细节近期曝光，与牵涉执政党议
员的强奸案一同引发印度2012年公交车轮奸案以
来最大规模街头示威。这场示威尚未平息之际，
又有一起奸杀案15日曝光。

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警察局局长萨蒂什·夏
尔马告诉路透社记者，事发本月5日。

“受害女孩尸体 6 日在一条高速公路旁被发
现，根据尸检报告，女孩遭性侵和谋杀，”夏尔马说，
她的身体有86处轻伤，有些是旧伤。死者11岁，警
方尚未确定她的身份，正在向临邦寻找家属线索。

执政党挨批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政府因接连发生的

强奸案招致批评。
印度人民党被指试图包庇议员森加，导致受

害少女屡次报案无果。两名属于执政党的地方政
府官员因替涉嫌奸杀8岁女孩的8名嫌疑人公开
辩护而广受批评，不得不辞职。

印度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印度2016年报告发
生 4 万起强奸案，2012 年，这一数字为 2.5 万起。
但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仍有数以千计案件受
害者没有报案。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定于当地时间16日晚发射一
颗探测卫星，寻找太阳系外行星，期
望发现可能孕育生命的“另一个地
球”。

这颗卫星名为“凌日系外行星勘
测卫星”，按英文缩写简称“苔丝”
(TESS)，定于 16 日 18 时 32 分（北京
时间 17 日 6 时 32 分）由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猎鹰9”号火箭搭载，从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
发射升空。

“苔丝”高1.5米，太阳翼、即太阳
能帆板收起时直径大约 1.3 米，重
363千克，比大多数太空探测卫星小
巧。按照航空航天局的说法，它的尺
寸介于一台冰箱与一台“洗衣烘干一
体机”之间。

“苔丝”主要使命是在今后两年
内“扫描”超过20万颗太阳系外离地
球“最近、最亮”的恒星，确认是否有
行星围绕它们公转。航空航天局预
计，它会发现 2 万颗系外行星，其中
50 颗以上“与地球一般大小”，至多
500颗体积“低于地球两倍大小”。

参加“苔丝”项目的航空航天局

科学家埃莉萨·昆塔纳 15 日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我们甚至可能找到一
些绕我们肉眼可见的恒星公转的行
星。也许，我们过两年就可以走到户
外，指向天上一颗星，明确知道有一
颗行星绕着它公转。”

航空航天局天体物理学部门主
任保罗·赫兹说，人类25年来已发现
成千上万颗围绕其他恒星公转的行
星，“我们相信银河系内所有恒星必
定有自己的行星家族”。

“苔丝”采用“凌日法”探测系外
行星，原理是当一颗行星从恒星前
方越过时，可观察到恒星“变暗”现
象。“苔丝”将接替燃料即将耗尽的

“前辈”——航空航天局 2009 年发
射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后者迄今
发现 2300 颗已获确认的“候选”行
星。

“苔丝”配备四个先进的广角镜
头，所观测太空区域比开普勒大350
倍，所观测恒星平均比开普勒“亮度
高30至100倍”。

航空航天局定于2020年发射另
外两架太空望远镜，继续寻找“宜居
星球”的努力。

小泉之子成安倍热门接班人

美国受高等教育女性多于男性

以色列摧毁加沙“最长最深”地道

NASA发射新探测器寻找“另一个地球”

安倍访美看点安倍访美看点：：朝核经贸与私交朝核经贸与私交

民民怨再起怨再起

涉强奸少女印度议员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