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事客机坠地后爆炸起火
据新华社莫斯科 ２ 月 １２ 日电（记者

栾海）负责协助调查俄 １１ 日飞机失事原

因的俄罗斯侦查委员会 １２ 日表示，初步

调查显示，失事的安－１４８ 型客机在触地

坠毁后爆炸起火， 飞机残骸散落区面积

约为 ３０ 公顷（约合 ３０ 万平方米）。
视频画面显示， 由于需要搜寻的飞

机残骸散落区面积广， 且前几日当地持

续降雪， 搜寻人员排成横排进行拉网式

搜索。 部分区域积雪深达膝盖， 搜寻人

员一边行进一边用工具在雪中探查。 搜

寻人员目前已找到约 ４３０ 块飞机残骸。
俄紧急情况部、 国民近卫军已在坠

机区附近扎营， 以便昼夜不间断搜索，
搜寻工作预计将持续 ７ 天。

据悉， 俄刑侦人员已获取失事飞机

的燃油样本、 机长与地面空管人员的通

讯记录以及地面雷达保留的数据， 并将

送交专家分析。 医务人员则开始提取遇

难 者 家 属 的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ＤＮＡ） 样

本， 以便确认遇难人员身份。
负责此次调查的独联体下属机构国

际航空委员会当天表示，失事飞机上的两

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

语音记录器都已找到，且保存状态良好。
失事飞机所属的萨拉托夫航空公司

介绍， 该客机当天失事前完成了三次航

班任务， 在由莫斯科飞往俄西南部奥尔

斯克市前 ， 该飞机接受了例 行 检 查 维

护，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该航班在失事

前更换了机组成员， 执飞的机长有 ５ 千

小时飞行经验 ， 驾驶安－１４８ 型飞机的

飞行时长为 ２８００ 小时。 目前该航空公

司已停飞其所有安－１４８ 型客机。

■俄罗斯安-148 客机坠毁后续报道

智库观点

美国人靠重罚“自扫门前雪”
若路人因积雪滑倒跌伤，住户或商家将面临高价索赔

这个冬天， 美东地区经历了百年

一遇的严寒。
一年一度的时报广场新年水晶球

下落仪式是在零下 13 摄氏度的严寒

中举行的， 创下百年最低纪录。 2018
年刚刚开始，一个“炸弹气旋”就袭击

了美国东北部地区，纽约、华盛顿、波

士顿等美东地 区 出 现 了 极 寒 天 气 和

10 至 45 厘米的降雪。
为了方便民众出行， 下了大雪肯

定要扫雪。 记者发现，中美的“扫雪理

念”有一定差异，其中也折射出两国管

理理念的差异。
美国式扫雪， 主要依靠的是严明

的法律和相关规定， 以重罚的方式促

使各家各户自扫门前雪，化整为零。
先以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为例说

说美国怎么扫雪。 清除马路等公共区

域的积雪一般而言是政府的责任。 纽

约市政府会在天气预报的帮助下，提

前在道路上撒盐帮助融雪。 积雪较厚

的时候会出动铲雪车等机械除雪。 在

纽约， 住户和商家门前人行道上的积

雪归住户和商家负责。 政府在这方面

的规定细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

纽约法律规定， 如果雪是在早 7 点

至下午 4 点 59 分之间停止的，那么在雪

停后的 4 小时内， 房屋主人或商家必须

把门前的积雪清扫干净； 如果雪是在下

午 5 点至晚上 8 点 59 分之间停的，那么

积雪需要在 14 小时内清扫干净；如果雪

是在晚 9 点至次日清晨 6 点 59 分之间

停的，那么积雪需要在次日上午 11 点之

前清扫干净。 对于违反规定没有及时清

扫积雪者，法律规定，初犯会被罚款 100
至 150 美元，再犯是 150 至 350 美元，三
次 及 以 上 的 屡 犯 将 被 罚 250 至 350 美

元。很多纽约人都说，政府规定的罚款还

是小数目， 如果有路人在哪家门前因为

积雪滑倒跌伤， 那么相应住户或商家将

面临高价索赔———这才是让人不敢不扫

雪的主要动力。 2006 年，一名妇女在

属于纽约市政府的一家医院门前人行

道上摔倒受伤后， 起诉市政府并获得

了 225 万美元的赔偿。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人与人之

间的语言、文化、道德规范差异较大，
只有严明的法律才能规范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 记者初到美国时感觉处处

都有红线， 房间里最多能待多少人有

红线， 出租房应配置哪些安全设施有

红线， 教育自己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态

度有红线， 什么时候扔大件垃圾有红

线， 吵架骂人的用语也有红线……在

美国的公共场合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字

眼：“……是重罪”“这是法律规定的”。
在中国怎么扫雪， 相信国内读者

都很熟悉，很多人也曾参与其中。 这

里 有 一 个 经 典 轶 事 值 得 一 提 。 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游览长

城是必不可少的安排。 可惜， 尼克松

到达北京后连续几天下大雪， 而北京

通往长城的道路比较老旧， 积雪导致

路面湿滑， 非常危险。 为了确保尼克

松安全游览长 城 ， 北 京 一 夜 间 发 动

80 万人上街扫雪 ， 没有铲雪机 ， 没

有融雪盐， 硬是靠人的双手扫出了一

条通往长城的路。 据说尼克松对此事

颇感震惊。
（本报纽约 2 月 1２ 日专电）

韩朝借“体育外交”释放善意
朝鲜代表团结束访韩，美称愿重启与朝对话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由朝鲜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

南率领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１１ 日晚

在首尔国立剧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一

同观看完朝鲜艺术团的演出后， 结束

三天的访韩行程，乘专机返回平壤。
这是朝鲜自 ２０１４ 年派遣高级官

员参加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以来， 时隔

３ 年多再次派出高级别代表团访韩 ，
也是南北关系僵持、 半岛局势复杂紧

张之际韩朝再次借助“体育外交”开启

破冰之旅。
另据美国媒体 １２ 日报道，美国副

总统彭斯表示， 美国愿意考虑重启与

朝鲜对话。同时，美方将继续在经济外

交上加强对朝施压力度。
彭斯在结束 ３ 天访韩行程返美途

中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他在韩期间

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朝核问题进行过

两次有实质内容的交流， 双方同意继

续与朝鲜接触。按照初步设想，韩国先

与朝鲜开始对话，美国考虑随后加入。
彭斯同时强调， 美国仍将继续并强化

对朝进行“最大施压”，直到朝鲜向半

岛无核化迈出“有意义的一步”。
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９ 日抵达韩国

仁川机场， 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第

２３ 届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代表团成员

包括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

访韩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

部长金与正、 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长崔辉、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

长李善权。
９ 日晚， 朝鲜代表团出席平昌冬

奥会开幕式， 文在寅与金永南亲切握

手。开幕式上，韩朝体育代表团身着统

一的白色队服， 手中高举 “朝鲜半岛

旗”，伴随传统民谣《阿里郎》，在全场

观众的热烈欢呼中共同步入会场。
这是继 ２００７ 年中国吉林长春举

行的亚洲冬季运动会后， 朝韩再次携

手入场。
１０ 日，文在寅在青瓦台会见朝鲜

代表团并共进午餐。 金与正在会见中

向文在寅转交了金正恩关于改善朝韩

关系的亲笔信， 并转达了他对文在寅

访问朝鲜的口头邀请。
文在寅表示，希望今后创造条件，实

现访朝。 朝方代表团访韩让平昌冬奥会

成为和平奥运会， 使之成为缓解半岛紧

张局势、 构建和平、 改善双方关系的契

机。 他还强调，为实现南北关系发展，一
定需要朝美之间尽早对话， 望朝方能积

极与美国展开对话。
双方还达成共识， 将努力把朝鲜半

岛和平和解的氛围延续下去， 促进南北

间对话和交流合作。
韩朝曾于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两次实

现首脑会晤， 并就实现民族统一和开展

各 领 域 合 作 先 后 两 次 签 署 共 同 宣 言 。
２００８ 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 ， 放弃对朝

“阳光政策”，转而采取强硬路线，韩朝关

系一度持续恶化。
朝鲜代表团访韩期间， 文在寅还与

代表团一同观看了韩朝女子冰球联队对

阵瑞士队的比赛。观众席上，身着红色队

服的朝鲜拉拉队高喊“我们是一家人”的
口号，热情洋溢地唱着朝鲜歌曲，为韩朝

联队加油助威。这也是韩朝时隔 ２７ 年再

次组成联队参加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而

朝鲜艺术团在江陵和首尔为平昌冬奥会

举行的两场演出，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欢
呼声、掌声不绝于耳。

去年 ６ 月， 文在寅在会见到访的国

际跆拳道联合会朝鲜官员时首次表达了

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立场。 今年

元旦， 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首次表示

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 １
月 ９ 日， 朝韩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

谈，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双方举行

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一致。 这也

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韩朝副部长级会谈之

后时隔两年多首次举行政府间会谈。
外界普遍认为， 借平昌冬奥会的

契机， 朝鲜派出包括金正恩特使在内

的重量级代表团，同时派出涵盖体育、
文化等领域的大规模代表团访韩，显

示出朝鲜对打破朝韩僵局的诚意，释

放出民族和解的善意信号， 有利于缓

解地区紧张、 进一步推动半岛对话与

和平进程。

首次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开幕
推出157个大中型投资项目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２月１２日电 （记
者王薇 聂云鹏） 为期三天的伊拉克重

建国际会议 １２ 日在科威特城开幕。 这

是伊拉克取得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胜利后举行的首次伊重建国际会议。

伊拉克恐怖活动破坏地区重建基金

会 （简称伊重建基金） 主席穆斯塔法·
西提在会上表示， 伊拉克重建工作是实

现伊拉克安全、 稳定和繁荣的开端。 他

指出， 伊拉克重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道主义建设， 恢复人民的尊严、
自由和平等； 二是经济发展， 推动经济

体系正常运转；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 全

面恢复各类基础设施服务。
据了解， 伊拉克政府将在会上提出

１５７ 个大中型投资项目， 涵盖铁路、 机

场、 医院、 住房和炼油厂等建设领域，
其中包括摩苏尔机场重建项目及巴格达

地铁线路建设项目。 此外， 伊拉克政府

还将提出一个到 ２０３０ 年的国家建设总

框架， 以期翻开国家经济发展新篇章。
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由科威特、 伊

拉克、 联合国、 欧盟和世界银行五方共

同主持， 共有来自全球 ７０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代表及千余家企业和社会组

织参与讨论伊拉克重建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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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特朗普砸1.5万亿美元大搞基建
面临赤字窘境的美国，钱从哪儿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 12
日发布 1.5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的大致内容，目标是今后 10 年改造年久

失修的公路、铁路、机场、桥梁等基础设

施 。 根据这项计划 ， 联邦政府 只 出 资

2000 亿美元，财源以其他领域“节流”为

主， 其余 1.3 万亿美元主要依赖地方政

府和私人企业投资。
美国国内意见分化。 这项计划要在

国会过关，难度不小。
多名政府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这

项计划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为新基建

项目注入资金， 加速现有基础设施的修

缮速度；二是简化工程审批流程，缩短等

待时间。
联邦政府 2000 亿美元出资中，1000

亿美元将划拨至各州、地方政府，用于支

持交通、抗洪防涝、污染治理等项目。 不

过，在每个基建项目中，联邦出资在总费

用中占比不超过 20%。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现阶段一些主

要交通项目的工程款中一半资金来自政

府；在一些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联邦资

金在总费用中占比高达 80%。
另外 1000 亿美元中，大约 500 亿美

元将用于交通、宽带网络、水利、垃圾处

理、发电站等乡村工程建设；200 亿美元

用于“革新工程”，即不是单纯修缮现有

设施，比如建造高速铁路隧道；其余 300
亿美元用于支持私营领域的基建项目获

得更多贷款。
对特朗普的基建计划， 美国社会呈

现意见分裂。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总裁杰伊·蒂

蒙斯持肯定态度。 他说，随着交通延误、
断电、停水、断网等事故发生，“现代制造

企业的能力受到质疑 ， 就业也 面 临 挑

战”。 如果这一计划付诸行动，制造企业

承诺“美国一定会抓住此次机遇”。
而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

佩洛西看来， 特朗普的计划无异于把投

资基建的“负担转移给城市和各州”。
在一些环境保护团体看来， 这项计

划不乏漏洞。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工作人员谢

莉·波蒂查认为这项计划是“灾难”。她说，
特朗普的计划根本没有涉及“可以把美国

带入 21 世纪”的新项目，更糟糕的是计划

还缩减了基建项目的环保审核环节。
特朗普上月末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时

呼吁国会跨越党派分歧， 支持他的基础

设施投资计划。路透社推测，这项计划在

国会面临重重阻碍。 比如，民主党人坚

持认为，如此庞大的基建计划必然需要

新的财政收入支撑，而这意味着联邦政

府需要提高汽油税。
美国汽油税自 1993 年以来一直保

持在每加仑 18.4 美分 （约合每升 4.8 美

分）。不过，由于通货膨胀和车辆燃油效率

提升，以提高汽油税方式获得的税收与基

建修缮费用需求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历来强调财政预算平衡的共和党传

统 “财政鹰派” 可能对这项计划提出质

疑，比如，面临着赤字窘境的美国该从哪

里“割肉”，进而为基建项目拨款。
根据国会 9 日凌晨通过的临时拨款

法案， 今后两年美国政府的开支将暴增

近 3000 亿美元。 同时，共和党主导的减

税法案去年底生效。 美国税收联合委员

会的数据显示， 税改将使联邦政府税收

在今后 10 年内减少 1.45 万亿美元。
就上周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 跨党

派研究机构“争取制定负责的联邦预算委

员会”预计，这项法案在今后的 10 多年内

会让美国财政赤字增加 4200 亿美元。
王逸君（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11 日， 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在首尔国立中央剧场， 同金正恩特使、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一同观看

三池渊管弦乐团的表演。 东方 IC

“变脸”国粹传递中国文化魅力

坦桑尼亚举办第九届“欢乐春节”活动

本报达累斯萨拉姆 2 月 12 日专电
（驻达累斯萨拉姆记者赵子顺）当地时间

11 日晚，２０１８ 坦桑尼亚“欢乐春节”活动

闭幕式暨《丝路情韵》文艺演出在坦桑尼

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欢乐春

节———聚焦在非洲·坦桑过大年”活动由

中国文化部、坦新闻文化艺术和体育部、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共同主办， 驻坦

中资机构和华人社团协办。 活动自 2010
年起已在坦连续举办八届， 本次是第九

届，自举办至今，“欢乐春节”活动已成为

坦桑尼亚一年一度极为重要的文化盛事。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王克、 坦国民

议会副议长图利娅·阿克森、坦总统府国

务部长姆库赤加及坦多位政府官员出席

闭幕式并观看演出。
王克大使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中

坦两国是好朋友、好伙伴。中坦互利合作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方将继续与坦

桑政府和坦桑人民共同努力， 推动中坦

关系深入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中国驻坦

使馆、 旅坦中国侨胞及多家中资企业共

募集善款 4000 万先令 （约合 12 万人民

币），捐赠给坦桑一所聋人小学和坦桑尼

亚残疾人妇女之声组织， 以支持坦桑慈

善事业，帮助当地弱势群体。
随后， 来自甘肃省陇剧院和甘肃省

杂技团的表演艺术家们为全体观众献上

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整台演出将中国戏

曲与歌、舞、乐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中国的戏曲绝

活“变脸”更是让坦桑观众大呼过瘾。 演

员手持一把折扇，上书“国粹”二字，字旁

一列小楷，“相由心生”。配合着音乐节奏

的变化，脸谱也在不停变换。坦桑尼亚当

地观众约翰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些

节目，戏曲变脸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中国

的传统文化非常有意思，很酷。 ”

美国全面移民改革前景黯淡

几十年来， 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政
治辩论的试金石， 因为该政策的制定者
必须权衡经济、 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方面
的问题。多年来，国会一直未能就全面的
移民改革达成一致， 因此将一些重大政
策决策移交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并
在州和市政大厅开展辩论。

在就职后不久， 特朗普签署了有关
边境安全、内部执法和难民的行政命令。
2017 年年中， 特朗普废除了奥巴马创
建、 旨在保护儿童及其父母免于被驱逐
出境的两个项目。一些美国城市、州和个
人对总统的行为提出了质疑。

非法滞留者多于非法入境者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5 年的数
据，移民及其子女占美国总人口的 27%
左右。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无证移
民人数约为 1100 万。 2017 年 2 月，海
关和边境保护局报告称， 非法移民人数
比前一年减少了 36%，一些人认为这是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功劳。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超过一
半的无证移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多
年， 近三分之一是出生在美国的儿童的
父母。从美洲中部前往美国寻求庇护的，
大多是为了逃离本国暴力的未成年人，
在那些穿越美墨边境的人中， 他们所占
的比例越来越大。 这些移民和在美国的
墨西哥公民拥有不同的法律权利： 根据
2008 年的反人口贩运法， 来自非相邻
国家的未成年人有权在被遣返原籍国之
前申请驱逐听证会。

虽然许多旨在减少非法移民的政策
的重点是加强边境安全， 但移民研究中
心的数据显示，自 2007 年以来，那些在
签证到期后非法滞留的人比非法入境的
多出了 60 万。

美国政府在 2016 年批准了近 120
万人的永久居住权， 其中超过三分之二
是基于家庭团聚的理由而获得的。 其他
类 别 包 括 ： 就 业 需 要 (12%)、 难 民
(10%)、民族多样性(4%)和政治避难者
(3%)。 在 2017 年底，美国国务院的移
民签证等候名单上有超过 400 万的申
请者。

数以万计的人持着各种各样的非移
民签证在美国合法地工作。 2016 年，美
国向高级技工发放了超过 18 万张签
证———其中包括 H1B 签证，以及为农业
和其他行业的临时工人发放 的 签 证 。
H1B 签证的上限为每年 8.5 万份，但在
某些领域也有例外。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移民占美国劳动力的比例为 17%，其
中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合法劳工。 该中心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没有移民，美国
的劳动力预计将从 2015 年的 1.732
亿下降到 2035 年的 1.656 亿， 相反，
如果移民水平保持稳定， 预计劳动力人
口届时将增长至 1.832 亿人。

“樱桃采摘式 ”改革难以
获得支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国会就移民改
革问题进行了辩论， 一些人认为改革是
“全面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改革不过
是零敲碎打。 全面移民改革是指通过综
合性立法试图讨论并解决以下一系列问
题：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
美国生活的数百万非法移民的法律地
位；边境安全；内部执行。

立法者们最近一次考虑重大移民改
革法案是在 2013 年， 当时民主党领导
的 参 议 院 通 过 了 一 项 全 面 的 改 革 法
案———该法案将为无证移民提供一条通
往公民身份的道路， 同时也制定了严格
的边境安全规定。 但法案没有在共和党
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

专家表示， 鉴于特朗普的立场和华
盛顿的政治分歧， 全面移民改革的前景
黯淡。“共和党人没有兴趣再次尝试走上
全面移民政策改革的道路，”外交关系协
会的爱德华·奥登说。 他认为，一些议员
或试图采取一种零碎的改革方式 （比如
从执行措施开始），但两党对“樱桃采摘
式”政策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到， 国会移民政策的一个涉
及领域是 H1B 改革计划。 民主党和共和
党议员表达了对改革该计划的兴趣。 评
论人士称，该计划遭到了企业的滥用，许
多企业借此机会将工人外包以削减成
本。 特朗普政府曾在 2017 年 4 月发布
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对 H1B 计划做
出改变， 以确保签证被授予技能型或收
入最高的申请人。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李思齐编译）

■克莱尔·菲尔特

丹尼尔·伦威克
（外交关系协会）

9 日，美国伊利诺伊州遭遇强降雪，两名男子在人行道上“自扫门前雪”。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