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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4日决定暂缓上调燃油税，为
期六个月，以回应民众反对上调燃油税的
要求。

【总理“灭火”】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4日与法国国

会议员和主要党派代表磋商，随后在电视
直播中宣布暂停上调燃油税。

菲利普说，法国民众“希望降低税收，
靠工作挣钱。这也是我们（政府）的希望”。

除燃油税，征收统一柴油税和汽油税
等措施同样将推迟6个月。另外，菲利普承
诺，政府今年冬季不会上调电价。

谈及法国多地、特别是首都巴黎近期
发生的示威，菲利普强调暴力活动必须停
止，示威应采取和平方式。

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理由，法国政府今
年上调燃油税，拟定2019年1月1日再次上
调。就政府加税，法国多地民众自11月17
日以来发起示威，一些极左、极右翼人员乃
至暴力团伙人员加入，一些城市爆发骚乱。

在巴黎，一些人点燃汽车、洗劫商店，
在地标性建筑凯旋门破坏雕像并乱涂乱
画。巴黎警方说，超过130人在12月1日和
2日受伤，警方抓捕412人。

【不满延续】
示威活动发言人邦雅曼·柯西回应，政

府应彻底取消燃油税。“法国人不想要面包
屑，”他说，“他们要法棍面包。”

法国两大全国性工会组织“法国总工
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呼吁9日发起新一
轮示威。

多家媒体报道，总体而言，示威一开始
较为和平，以反对上调燃油税为主题；随着
越来越多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民众加
入，示威在多地演变为骚乱。

路透社报道，示威看似没有个人或团
体主导，示威者一些时候没有明确诉求。

美联社援引右翼共和党议员达米安·
阿巴德的话报道：“总理先生，如果你的唯
一回应是推迟征收燃油税，那你仍然没有
明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想要的不是推迟
（加税），是彻底改变。”

【总统“回避”】
多家媒体注意到，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自示威爆发以来在公开场合露
面不多，暂缓上调燃油税决定由总理菲利
普宣布。

马克龙先前在阿根廷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2日上午返回巴黎，

随后推迟访问塞尔维亚。他在阿根廷机场
告诉媒体记者“无法接受暴力”，对燃油税
政策没有加以解释。

回到巴黎，他一度出现在凯旋门等场
合。

多家媒体认定，暂缓增加燃油税是马
克龙就任总统18个月以来的首次重大政策
调整。只是，议员阿巴德说，调整“太小”，
来得“太晚”。

路透社报道，马克龙所获民意支持率
大幅下降。随着明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临
近，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
政党“不屈法国”等反对党的民意支持率不
断攀升。 新华社特稿

法暂缓上调燃油税欲平骚乱

据新华社电 美国夏威夷州一
家联邦地区法院4日就一名美军士
兵涉嫌“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提
供物质支持”作出判决，根据被告与
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判处被告25
年监禁，外加出狱后至少 20 年“监
外看管”。

被告名为伊皆嘉·埃里克·康
（音译），现年 35 岁，是美国陆军驻
夏威夷一名中士。他今年 8 月与
联邦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承认 4
项涉恐罪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
苏珊·尾木·莫尔韦在 4 日的听证
会上接受检方提出的 25 年监禁量
刑建议。

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检方证据
显示，被告发表同情“伊斯兰国”
言论可追溯至 2016 年初，他经常
在网上观看这个组织的宣传视
频，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还曾描
述打算在檀香山圣诞节游行之类
的公众集会上发起暴力袭击、谋
划在自己部队军营发动自杀式袭
击的细节。

检方说，联邦调查局特工假

扮“伊斯兰国”成员接触被告，双
方见面后，被告向对方提供机密
资料、一台小型航拍机、军用服饰
和设备，录制一份时长两小时的
作战技巧训练视频，教对方应付
美军。

在 由 特 工 假 扮 的“‘ 伊 斯 兰
国’高官”主持的一场仪式中，被
告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随即
被捕。

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分局负责
人肖恩·考尔说，这是夏威夷州
第一起涉及“物质支恐”指控的
有罪判决，“提醒我们，这类犯罪
无处不在”，哪怕在远离美国大
陆的夏威夷。

据当地媒体报道，康在童年时
饱受家庭暴力，父亲有精神疾病。
康的前上级托马斯·马亚说，就工作
表现而言，康堪称“模范士兵”，但有
一些异常举动，如连续几小时盯着
一面墙、自称想听“血液流动”的声
音，显示他有精神健康问题，假如及
时得到治疗，也不会受特工假扮的
恐怖分子迷惑。

据英国媒体报道，欧洲联盟将制订计划，在
能源、大宗商品、飞机制造等“战略性行业”增加
使用欧元，以挑战美元地位。

英国《金融时报》3日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
5日发布蓝图草案，旨在抬高欧元、在国际舞台扮
演“更有力”的角色。

报道说，这份蓝图写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贯彻的政策凸显欧盟维护经济主权的必要
性。

《金融时报》所获上述蓝图写道，鉴于“以国
际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和贸易”近期遭遇挑战，布
鲁塞尔将强调行动的必要性。

蓝图呼吁施加更多政治压力，使能源合约以
欧元结算。它同样支持引导金融交易以欧元结
算，鼓励开发欧元支付系统。《金融时报》提供的
数据显示，超过80%的欧盟能源进口目前以美元
计价、用美元支付。

欧盟将瞄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支配
地位，称美元已成为“衍生操作的主导货币”。欧
盟计划推动建立流动性池，容纳以欧元结算的证
券。

欧盟计划同样包括为愿意使用欧元作为国
际支付货币的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报道说，上述提议将在欧盟领导人本月晚些
时候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时付诸讨论。

报道说，欧盟上述蓝图草案提及美国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一事。美国5月退出伊核协
议。欧盟和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五国继续支
持这一协议。

欧盟在蓝图草案中写道，美国政府试图用美
元做武器，向依然与伊朗做生意的欧洲企业施加
制裁，为欧洲经济和货币主权“敲响警钟”。

11月5日，美方重新启动对伊朗能源、航运
等领域制裁，要求其他国家停止购买伊朗原油，
否则施以连带制裁。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离
世前一年写下的“上帝之信”4日在美国纽约佳士
得拍卖行以落槌价240万美元（约合1644.58万元
人民币）成交。

德新社报道，爱因斯坦 1954 年在美国新泽
西州普林斯顿写下这份信，写给德国犹太裔哲
学家埃里克·古特金德，回应对方 1952 年出版
的《选择生命：圣经的反抗召唤》一书。他在信
中直言自己的宗教观，说《圣经》“是一本珍贵但
依然原始的传奇故事集”。爱因斯坦在信中写
道：“对我而言，‘上帝’这个词不过是人类弱点
的一种表达和产物。”这封信因而被世人称为

“上帝之信”。
这封信 2008 年拍卖过一次，当时成交价为

40.4万美元。
4日拍卖持续4分钟，成交价远高于拍卖行

先前预估的150万美元（1027.86万美元）。拍卖
行发言人说，加上各项费用，买家最后支付费用
为约290万美元（1987.20万美元）。

据新华社电 美国女子阿塔拉·达拉斯完全
没想到，男友丹尼斯·布朗向她求婚时，一下拿出
6枚戒指。

英国《都市日报》2 日报道，布朗是一名模
特，为确保求婚万无一失，聘请一家活动策划
和造型企业、一名摄影师、一名花商、一名织
物设计师和一名发型师帮忙。他不希望达拉
斯因对求婚戒指不满而遗憾余生，所以挑选 6
枚形状和大小各异的戒指放进心形盒内，供
她挑选。

达拉斯接受了求婚，选中一枚泪珠形订婚戒
指。

摄影师把求婚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网友们
的议论炸开了锅。许多人祝福这对新人，称赞布
朗心细如发。有人开玩笑说，布朗为其他求婚者
抬高了门槛。一些人则认为，布朗作为达拉斯今
后一生的伴侣，理应对她的喜好了如指掌。还有
人笑称，自己要是达拉斯，就把6枚戒指全部收
下。

据新华社电 身上衬衫太紧、同事老清嗓子……
一些人会因此燃起小怒火。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
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前一天晚上缺觉，会火上浇油，
令人更生气。

研究论文由最新一期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
概述》刊载。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EurekAlert网
站援引研究项目牵头人、艾奥瓦州立大学心理学教
授兹拉坦·克里让的话报道，先前一些研究显示，缺
觉与愤怒之间有关联，但一直不清楚是缺觉引起愤
怒，还是愤怒扰乱睡眠。这项研究提供证据，显示
缺觉会令人更加愤怒，削弱人们应对逆境的能力。

研究人员招募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保
持正常睡眠，每晚7小时左右，另一组每晚睡2至4
小时，连续2晚。每晚睡觉前以及睡醒后，研究人员
让志愿者进入实验室，听褐色噪音或者更令人讨厌
的白噪音，以激发他们在不适环境中的怒火。

褐色噪音主要指低频噪音，如潮汐声；白噪音
指固定频率的噪音，如吵耳的沙沙声。

研究人员让志愿者自我评估愤怒程度。结果
显示，噪音越大，志愿者怒气越大；当志愿者缺觉
时，无论噪音大小，都显得更为愤怒。

研究人员还发现，主观上的困意也容易增添怒
火。

据新华社电 英国研究人员对全球所有7个品
种的共102只死亡海龟的检查显示，每只海龟体内
都有塑料。

这些海龟因搁浅或陷入渔网死亡，分属绿龟、
蠵龟、棱皮龟、玳瑁、肯氏龟、丽龟、平背龟，来自大
西洋、太平洋和地中海。埃克塞特大学和普利茅斯
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它们消化道内发现总计811
件长度不到5毫米的塑料物，其中大部分为纤维，其
余为碎片或颗粒。

英国《泰晤士报》5 日援引研究报告第一作者
埃米丽·邓肯的话报道，这些微小塑料对海龟的
影响尚不清楚，“未来应关注微小塑料是否会对
水生生物产生难以觉察的影响，例如，是否可能
携带污染物、细菌或病毒，在细胞或亚细胞层面
影响海龟。”

另外一名作者布伦丹·戈德利说，他们的发现“清
楚表明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更好地管理全球废弃物”。

研究报告4日发表在《全球变化生物学》。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4日援引“Mail.ru儿童”网站一项
调查报道，俄罗斯一半以上家长替
孩子写作业，主要是数学、外文和俄
文作业。

调查显示，回答是否替孩子写
过作业时，56%的家长作肯定回
答。其中，32%承认曾替孩子写数
学作业，28%曾写外文作业，26%曾
写俄文作业，25%写过美术作业以
及19%写过文学作业。这些家长可
能替孩子写一门功课的作业，也可
能同时替写多门功课的作业。

70%的家长陪孩子写作业；33%
家长认为孩子应独立完成作业，37%
家长认为帮助孩子是好的做法。

这项调查还包括哪些科目相对
难、需要家长帮助，72%的家长认为数
学难学，70%家长认为俄文难，50%选
择外文，36%选择阅读，19%选择自然。

另外，大约三分之一家长每天
用1个小时陪孩子做作业，29%用2
小时，22%超过2小时。

这项调查获“Mail.ru儿童”网站
8200名用户参与。72%的参与者有
1个孩子，67%的家长孩子在念小学。

1212月月44日日，，在法国巴黎在法国巴黎，，法总理菲利普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讲话法总理菲利普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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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缺觉易添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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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男子拿6枚戒指求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