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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
夫·诺瑟姆涉嫌拍摄种族歧视照
片风波未平，副州长贾斯廷·费尔
法克斯8日受到性侵犯指认。

两人都是民主党籍，承受辞
职压力，触发民主党担忧这一“摇
摆州”2020年总统选举以及其他
选举选情。

新指认

副州长费尔法克斯的杜克大
学同学梅蕾迪丝·沃森8日经由
史密斯·马林律师事务所发布声
明，说她2000年遭费尔法克斯强
奸。声明说，尽管两人当时是朋
友，“但从来没有约会或者有过亲
密关系”，指认费尔法克斯施暴

“有预谋且有攻击性”。

史密斯·马林律师事务所说，
沃森曾经由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
向多名朋友坦露遭强奸经历，这
些信息由事务所掌握。而且，沃
森前同学作证，她遭强暴后曾立
即告知朋友。

声明说，沃森不要求经济赔
偿，但经由律师告诉费尔法克斯，
希望他辞去公职。

沃森以前，美国斯克里普斯
学院副教授瓦妮萨·泰森6日下
午经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说
2004年在波士顿一家酒店遭费
尔法克斯性侵犯。

不辞职

费尔法克斯否认两项性侵指
认，自称遭人恶意抹黑，说所谓
2000年强奸同学一说“完全虚
假”，2004年与泰森发生性关系
出于双方自愿。

这名非洲裔副州长8日发
布声明，说“从来没有强迫任何
人”，要求“充分调查这些没有
事实依据的虚假指认”。

“我会洗刷自己的好名声，
没有什么需要隐瞒，”费尔法克
斯写道，“我不会辞职”。

弗吉尼亚州州长诺瑟姆8
日重申不会辞职，他几天前承
认曾在上世纪80年代妆扮成
黑人。这种行为在美国被视为
种族歧视。犯过同样错误的有
州检察长马克·赫林，同属民主
党籍。

忧选票

美联社报道，正副州长和
州检察长牵扯是非触发民主党
担忧，地方和全国选情可能遭
受负面影响。

如果诺瑟姆、费尔法克斯

和赫林三人都被迫辞职，意味
着下一任州长可能出自共和
党，还可能使这一“摇摆州”的
选民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转
向共和党。

8日性侵指认曝光后，要
求费尔法克斯辞职的呼声再
起，甚至威胁弹劾他。

弗吉尼亚州议会民主党籍
议员帕特里克·霍普说，除非费
尔法克斯主动辞职，否则他打
算11日提议弹劾。

州长诺瑟姆8日在首府里
士满私下会面全国非洲裔农场
主协会主席约翰·博伊德，试图
挽回他在弗吉尼亚州非洲裔选
民中的形象。这一协会自称代
表全美10.9万名农场主。博
伊德随后在社交媒体“推特”
说，承诺支持诺瑟姆，希望他不
要辞职。 （新华社专特稿）

正副州长接连“出事”
美国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忧心

新华社曼谷2月10日电 据
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10日通
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快
艇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停
泊油轮相撞，导致11名中国游客
和2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
皮岛返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
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
险。截至目前已有6人出院或无
需住院治疗，其余5人住院观察，
个别需要继续治疗。得知消息后，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度重视，立即
启动应急机制，驻普吉领办负责人
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望伤者，
要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警
方、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
因，相关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
游警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均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
协助。

10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
馆驻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
看望伤员，所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
杭州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
式到普吉旅游。

泰国普吉海域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11名中国游客受伤

这是2月9日在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拍摄的相撞受损的快艇（左）。
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10日通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快艇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

停泊油轮相撞，导致11名中国游客和2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截至目前已有6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
疗，其余5人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新华社发

2月5日，农历己亥年正月初
一，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萨希瓦
尔燃煤电站的园区里，22岁的林
玮和巴基斯坦同事们互道着“新
春快乐”。这是她走出大学校园
后的第一个春节。

今年的春节，对她来说有点
特别。在这座电站坚守了两个春
秋的父亲林庆科要回山东老家过
年了，而作为女儿的她，毅然留在
电站，担负春节值守。为了巴基
斯坦的万家灯火，两代中国电力
人薪火传承，用心守护这一片光
明。

作为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
项目，萨希瓦尔燃煤电站于2015
年7月正式动工，比计划工期提
前200天投产发电，这里面就有
林庆科的一份功劳。林庆科
2016年11月前来萨希瓦尔参加
建设。此后的两年春节，他都是
在项目工地和园区里度过的。

“我和女儿是两代电力人，我
还是一名党员。只要我的巡检、

检修工作能做到最好，保证电站
的安全稳定运行，保证当地每家
每户都用上电，我就感到非常满
足。”在农历腊月岁末之际，记者
在电站见到了林庆科。

“我刚来这里工作时已经是
秋天了，没想到天气还这么热，时
不时还有沙尘暴，蚊子特别多。
生活条件很艰苦。”他说。

林庆科已经年过五旬，从事
了一辈子电力行业的他深知建设
与运营一个电站的不易。女儿林
玮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拥有
自动化工程和人力资源管理双学
位，一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报名
应聘前来萨希瓦尔电站工作。她
说，“在这里做项目很锻炼人，自
己还年轻，想奋斗拼搏一把”。但
是，父亲最初并不那么支持她。

“这里环境条件艰苦，我也是
心疼女儿，不想让她到这么艰苦
的地方来。”林庆科说。

最终，林庆科还是支持了女
儿的选择。但甫一到这里，林玮

就理解了父亲的苦衷。
“我知道爸爸这个工作是

要下车间的。过去他在山东济
宁电厂时，下班回来就经常是
一身泥泞、一身灰，工作服都要
洗很久。当我到这边后发现，
原来他比以前更辛苦，工作也
更难做。我很心疼他。”林玮
说。

林庆科是电站检修部锅炉
辅机班的技术员，林玮刚入职，
从人力资源部的办事员做起。
岗位的不同让父女俩在工作时
间内并没有太多交集。但八小
时之外，林庆科还是很享受和
女儿相处的天伦时光，父亲的
指导与照顾也让林玮觉得很安
心。

2018年，萨希瓦尔燃煤电
站共发电90.4亿度，解决了上
千万巴基斯坦人民的用电需
求。连续两年没有与家人共度
新春的林庆科，今年特地被公
司安排回家过年。然而女儿选

择了坚守岗位，这让他心里有
些五味杂陈。

“说心里话，让女儿一个人
在海外过春节，作为父母是非
常不舍的。但她既然投入到这
个事业了，就要做出她的这份
努力。”林庆科说。

春节前，林玮把父亲送上
了开往旁遮普省省府拉合尔国
际机场的班车。

春节当天，林玮还是和往
常一样去员工食堂用餐。只
是，平时坐在餐桌对面为她添
菜的父亲，此刻出现在了手机
视频连线的屏幕里，和全家人
一起向她送出新年祝福。

“要保证给巴基斯坦当地
人民供电，就一定要有人坚守
在这里。以前是父亲，现在是
我。能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
量，我觉得很自豪、很开心。可
能这就是我与父亲之间的一种
传承吧。”林玮说。
新华社伊斯兰堡2月10日电

为了巴基斯坦的万家灯火
——记两代中国电力人的薪火传承

新华社迪拜2月10日电 第
七届世界政府峰会10日在阿联
酋迪拜开幕。来自140多个国家
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4000多
名代表与会，就创新和改善全球
治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人工智
能应用和科技如何改变人类未来
等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
拜酋长穆罕默德在峰会开幕前
表示，世界政府峰会的主要目
标是预见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
未来发展方向并着力进行有针
对性的相关改善，“峰会将汇集

各种努力和想法以增进人民的
幸福”。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
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开幕致辞
中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急
速而复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与
此同时全球治理也正处在十字路
口。他呼吁以更可持续的发展和
包容性的“全球化4.0”来应对未
来的风险和挑战。

本届世界政府峰会为期 3
天。其间，将举行16个论坛和
200多场专题研讨会，600名演
讲者受邀发表意见。

第七届世界政府峰会
聚焦全球治理等议题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2月9日
电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
卢9日晚说，伊斯坦布尔市6日
发生的居民楼倒塌事故已造成
21人死亡、14人受伤。

伊斯坦布尔市卡尔塔尔区一
栋8层居民楼6日突然倒塌，共
有43人住在这栋居民楼内。一

些居民说，他们在楼房倒塌前听
到了爆炸声。

事发后，土耳其当局在事故
现场附近设立危机处置中心，目
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日前
往事故现场视察，并到医院看望
了受伤人员。

土耳其居民楼倒塌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21人

土耳其伊
斯坦布尔一栋
8 层居民楼 6
日突然倒塌。
土耳其内政部
长苏莱曼·索伊
卢9日晚说，居
民楼倒塌事故
已造成21人死
亡、14人受伤。

新华社发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2月9
日电 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卢旺达
总统卡加梅9日表示，非洲国家
需要进一步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的
资金投入。

以“投资健康”为主题的非洲
领导人会议当天下午在埃塞俄比
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这是
非洲领导人首次就这一主题进行
专项研讨，多名非洲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与会。

卡加梅在会议上发言说，非
洲各国应在非盟《2063年议程》
框架下加强协作，继续扩大卫生
健康领域的财政支出，同时进一
步激发私营经济在这一领域的投
资活力。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发言

说，非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薄弱，
健康问题突出，亟需加大资金投
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参加
会议并表示，投资健康就是投资
人力资源，这将为非洲国家加速
社会经济转型奠定基础，进而推
动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根据非盟提供的数据，虽然
非洲国家增加了对卫生健康领域
的投入，但非盟成员中只有2个
成员将财政预算总额的15%或
以上用于支持卫生健康事业。非
洲目前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无法获
得必要的卫生设施，每年有数百
万人死于一些常见的、可预防的
疾病。

非盟强调加大非洲
卫生健康领域资金投入

新华社莫斯科 2月 9 日电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9
日说，美国破坏全球军控体系或
将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涅边贾在俄第一频道电视台
当天播出的采访中表示，美国正
在破坏军控体系，着意扩充军备，
威胁世界安全。俄方无法预料今
后事态将如何发展，发生意外冲
突的风险也正在增加。

他认为，当前冷战时期的矛

盾仍存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
俄推行独立外交政策，而西方
国家无法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
对俄施加影响，西方因此充斥不
满情绪。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
美国于2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
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
总统普京随即宣布，俄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义务，不再就《中导条
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破坏军控体系
或致难以预料后果

新华社大马士革 2月 9 日
电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
利亚民主军”9日对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在叙东部幼发拉底河东
岸地区的最后据点发起军事行
动。

“叙利亚民主军”方面一名不
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新华社记
者，“叙利亚民主军”当天对“伊斯
兰国”在代尔祖尔省东部巴古兹
镇的据点发起进攻。但他并未说
明军事行动相关细节。

叙军方媒体援引“叙利亚民
主军”媒体中心主任穆斯塔法·巴
利的话报道说，从巴古兹镇疏散

2万多名平民后，“叙利亚民主
军”在当晚发起进攻，目的是消灭
巴古兹镇剩余的“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

目前，“伊斯兰国”在叙东部
的控制区被不断压缩，除幼发拉
底河东岸地区的据点外，在沙漠
区域也仍有活动。

“叙利亚民主军”主要由叙库
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领导。
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
被土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
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美国则
把“人民保护部队”视为打击“伊
斯兰国”的有效地面力量。

“叙利亚民主军”攻打幼发拉底河
东岸“伊斯兰国”最后据点

新华社首尔2月10日电 韩
国总统府青瓦台10日说，朝鲜和
美国代表计划近期再次举行会
谈，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做
准备。

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当天
说，朝美代表有望于2月17日之
后一周的某个时间，在“位于亚洲
的第三国”再次举行会谈。金宜
谦没有说明会谈具体地点与时
间，也没有提供有关这次会谈的
其他细节。

金宜谦说，韩国总统文在寅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将就朝美
领导人会晤进行沟通。韩国媒体
分析，文在寅和特朗普可能以通
电话方式交谈。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
芬·比根6日至8日访问朝鲜，与
朝方官员会谈。随后，他在首尔
分别与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
长郑义溶、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以
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
金杉宪治等韩、日官员会面，通报

访朝成果。比根10日离开韩
国返美。

金宜谦10日转述郑义溶
的言论表示，比根在朝鲜得
到热情接待，朝美此次会谈
进展顺利且范围宽泛，为双
方开放、全面且详细地沟通
各自立场和需求提供了一次
有益机会。

此外，韩国媒体援引比根
9日与韩国官员会面时的言
论报道，比根认为与朝方的

会谈“富有成效”，对推进特
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第二次会晤“有建设性”，
双方就“彼此关心的多个领
域”进行了沟通并同意再次
会面。比根同时表示，在美
朝领导人会晤之前仍有一些

“艰巨工作”。
特朗普 8 日在推特上宣

布，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
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
都河内举行。

韩国总统府：朝美代表计划“金特会”前再谈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