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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特朗普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
肯尼迪于 ! 月 # 日退休" 这使得特朗普
再次获得提名大法官的机会# 肯尼迪被
认为是温和保守派" 是联邦最高法院中
的 $摇摆票%# 目前" 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人数达到五人"

超过自由派的四人# 特朗普很有可能挑
选一名保守派人士接任肯尼迪" 以巩固
联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

让最高法院成为 $特朗普法院%#

俄罗斯玩转!世界杯主场外交"
俄罗斯人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

!不苟言笑"!外冷内热"# 这或是民族

性格使然#但在外人看来#却总显出几

分距离感$然而这个夏天#当全世界的

目光都聚焦这个世界杯举办国时#俄

罗斯人竟然!练习"起了微笑#!因为我

们是主人 # 要让全世界感到宾至如

归"$从普通百姓到志愿者#这种!主人

翁"心态!深入人心"#尽管在当地文化

中#!无故的微笑" 被认为是 !虚情假

意"#甚至是一种!冒犯"#但是现在他

们要跨越这种文化障碍# 因为世界杯

对俄罗斯的国际形象而言#至关重要$

克里姆林宫向来是利用重大公众

活动塑造国际形象的高手$ 无论是总

统大选 %就职典礼 #还是 !胜利日 "阅

兵%冬奥会#每一次都会吸睛无数#而

此次世界杯# 更是俄罗斯发挥主场外

交优势的绝佳机会$

这厢有人捧场!那边有
人中伤

!普京的俄罗斯世界杯是世界杯

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俄罗斯偷走了

世界杯"&&就在'纽约时报(等西方

主流媒体还在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抹

黑俄罗斯时# 普京已经用实际行动把

!世界杯主场外交"营造得风生水起$

'莫斯科时报(评论称#世界杯是

俄罗斯的!外交盛宴"#但是足球中政

治因素从来不会缺位) 与俄罗斯关系

殷切者#自然早早前来捧场*交恶者#

也会无情抵制中伤$

事实上# 从世界杯开幕前一日开

始#克里姆林宫就已高朋满座)阿塞拜

疆总统阿利耶夫%卢旺达总统卡加姆%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等领导人悉数

到场*$月%&日当日# 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

科以及吉尔吉斯斯坦% 摩尔多瓦等国

最高领导人均出席世界杯开幕式$

据报道#'月(%日身为葡萄牙人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亲赴莫斯科卢

日尼基体育场观看葡萄牙对阵摩洛哥

的小组赛* 在!月%日西班牙与俄罗斯

的八分之一决赛中# 西班牙国王费利

佩六世也特地前往加油鼓劲# 并与梅

德韦杰夫总理同场观赛+++尽管普京

本人当日因公务未能亲自观战# 但俄

罗斯队最终通过点球决战淘汰西班牙

队之后#普京不忘致电费利佩六世#并

以其独特的幽默感笑称#!西班牙的球

技水平很高#俄罗斯的战术更胜一筹#

但无论如何# 我都会邀请国王在方便

的时候访问莫斯科$ "

有趣的是#在世界杯的战场上#球

场结果往往会影响政治访问的进程)

就在开幕式前夕# 素来爱球的德国总

理默克尔在)*+电视台被问及是否有

现场观看世界杯的计划时称)!如果我

去的话# 可能会利用这一机会和普京

总统在索契举行政治会谈$"可以想见

的是#默克尔做这番打算时#并没有料

到德国队会小组赛出局$ 如今索契之

行自然也随之泡汤$

至于英国# 英俄关系的持续交恶

让特雷莎,梅首相早已放下狠话#禁止

该国官员出席世界杯# 就连包括英格

兰足总名誉主席威廉王子在内的所有

王室成员#也被要求对世界杯说!不"$

此外# 英媒还在赛前呼吁球迷们不要

去俄罗斯看球#这样的!动员"或许有

一定成效)据'泰晤士报(,日报道#在

英格兰对阵哥伦比亚的八分之一决赛

上#英格兰球迷只买了%-..张票$

但是这种宣传却遭到了去到现场

的英国球迷猛烈批评$据'苏维埃体育

报(%日称#英国球迷迈特,梅贝里在脸

书上写道)!在去俄罗斯两周后# 我活

着回来了$ 我没有遭到足球流氓的袭

击#没有被熊吃掉#没有中毒#也没有

被杀$ 英国媒体应该对针对俄罗斯的

明显恶意宣传感到羞耻# 俄罗斯绝对

是一个棒极了的国家$"如今俄罗斯方

面已经向英国抛了!绣球"#欢迎英国

官方派人来观战)!如果英国政府和王

室成员来观看比赛# 也会受到球迷的

欢迎$ "至于接不接球#就看英国了$

韩日高访创纪录!打响
外交突围战

!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

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仅是一条铁路#也

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道路# 更是打开

欧亚大陆时代的大门$ 这条铁路已经

有%..多年的历史$ 我们希望#在朝鲜

半岛持续稳定的基础上# 铁路将可以

延伸到半岛南部的釜山$"这是韩国总

统文在寅'月/%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演讲时所提出的愿景$ 据

韩联社报道# 文在寅是继金大中后%0

年来首位访问俄罗斯的韩国在任总

统# 并且是为数不多的在国家杜马演

讲的外国领导人$

除了聚焦朝鲜半岛历史性的大变

局# 经济合作也是两国努力的重要方

向$文在寅提出#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

制后#韩朝间的经济合作将全面展开#

并将扩大为韩朝俄三边合作$ 当前三

国已在铁路%天然气管道%电网等领域

开展联合调研和基础性的讨论# 可能

为建设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奠定基础$

俄罗斯对此不惜溢美之词#普京称!韩

国是我们在亚洲更为优先的伙伴"#梅

德韦杰夫则表示文在寅的访问是俄韩关

系中最重要的事件$ 据全俄社会舆论研

究中心'月/%日的民调结果显示#-!1的

俄罗斯人认为#俄韩可以成为战略伙伴#

而这一数据在韩国方面则高达'&1$

在访俄最后一天# 文在寅前往顿河

畔罗斯托夫观看了韩国队与墨西哥队的

比赛$ 选择通过观赛增进两国关系的还

有日本皇室# 日本足协名誉总裁高圆宫

久子王妃'月,0日飞赴萨兰斯克为日本

队首秀助威#'月(2日又前往叶卡捷琳堡

为全日本弓道联盟大师示范演出致辞$

久子王妃表示# 她希望文化交流增进并

巩固日俄两国友好关系$塔斯社指出#久

子王妃之行是日本皇室%..多年来首次

访问俄罗斯# 上次访问还是在%0%'年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久子王妃的历史性访问为业已巩固

的日俄关系再添一笔$而就在一个月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完成对俄罗斯的

正式访问# 并作为特别嘉宾出席了圣彼

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双方签署了数字经

济领域合作等%%项文件# 并商讨了可能

签署的!日俄和平条约"$

在西方集体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

普京第四任期执政伊始# 就在亚洲方向

节节突破#世界杯可谓帮了大忙$

对阵沙特!俄罗斯赢球又
"赢人#

在世界杯揭幕战上# 东道主俄罗斯

以-比.大胜沙特阿拉伯赢得开门红#激

昂的情绪点燃了整个卢日尼基体育场$

看台上普京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的!表情包"也迅速风靡网络#甚至

有网友调侃#王储回去后就会调整油价#

绝杀俄罗斯油市$

玩笑归玩笑# 但就原油政策进行讨

论#必定在此次萨勒曼访俄的行程之中#

因为同时会面的还有俄罗斯能源部长诺

瓦克和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 据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月/2日消息#两国已经同意

逐步退出维也纳减产协议$ 这一协议是

/.%'年由欧佩克-3456.成员国和非欧

佩克产油国-34567.在维也纳达成#按

照协议#石油日产量减少%".万桶$ 该协

议从/.%!年初生效#并两次延长$然而在

'月/%日的3456与34567部长级监督委

员会上# 俄沙提议在协议框架下将石油

日产量增加%..万桶#而据阿曼石油和天

然气大臣鲁姆希透露# 增产规模中的大

部分将由俄罗斯和沙特落实$此外#沙特

还邀请俄罗斯成为3456的观察员国#法

利赫称#!3456的所有成员国都会很高

兴看到俄罗斯成为大家庭中的一员$ "

彭博社'月%"日发表评论称#沙特和

俄罗斯正致力于达成永久性的石油联

盟#两国关系近年来日益亲密$ /.%'年0

月#杭州8/.峰会期间#萨勒曼王储和普

京会面后即发表联合声明称# 将在油市

开展合作$一年之后#沙特国王前往俄罗

斯进行!历史性"访问#成为首位访俄的

沙特国王$而此次借世界杯东风#普京再

和萨勒曼王储达成重要协议# 联手掌

控不断飙升的油价$如此看来#沙特业

已成为俄罗斯在中东的坚定盟友$

然而# 俄罗斯的中东前哨不止有

沙特$ 据'莫斯科时报(透露#今年9月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境内一座完全由外

资投建的高级酒店竣工# 阿联酋王储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出席剪彩仪式#

而这座酒店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埃及国

家队的下榻之处$在阿拉伯世界里#足

球举足轻重# 能影响广泛的社会和政

治议题#而服务好埃及国脚们#势必为

两国关系增色$'莫斯科时报(称#为之

润色的就是普京!死忠"%车臣领导人

拉姆赞,卡德罗夫$从/..0年被!招安"

开始# 卡德罗夫就开始为普京的中东

战略奔走呼号# 支持叙利亚等国的人

道主义援助$ 在卡德罗夫不断的努力

下#他为普京营造出一个形象)在中东

地区#俄罗斯的影响力不仅超过美国#

甚至是该地区唯一的支柱$

!经济学人" ' 月 2. 日

万众瞩目的科技巨头

大型公司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争议与
矛盾"但:;<=>?@似乎成为例外# 自从,00!

年成立以来 ":;<=>?@已经从+A+租赁商
转型为全美最大的流媒体公司# 与此同
时":;<>=?@没有引发公众与监管的反应#

从创始之年到如今的/.多年间 ":;<=>?@

的股价翻倍" 在投资者与消费者心中同
样受到欢迎# 本期 &经济学人' 提出"

:;<=>?@的成功为其他传媒公司提供了哪
些经验( 而像苹果)谷歌)亚马逊这样的
科技巨头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纽约客' ! 月 0 日

夏日休假

本期封面创作者马克!尤里克森经
常将狗作为灵感创作# 他对狗有很浓厚
的感情" $我与狗一起长大" 他们一直
是我的伙伴 # 吃饭时间 " 他们崇拜着
我* 睡觉时间" 他们依偎着我# 有什么
让我不爱狗的理由吗( 另外" 它们也是
我画画与创作的源泉# 他们和人类一样
充满情感" 却有着更加有趣的鼻子与耳
朵# 他们从不抱怨我如何描绘他们#%

!"#

俄罗斯财政部!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以美元计算#俄国家福利基金

从"月#日的"!$%&亿美元大幅增至$

月#日的$$#%#亿美元#增幅近'#($

俄财政部说# 国家福利基金大

幅增加的原因是俄政府将 ')#$ 年

联邦预算增加的油气收入部分划拨

到国家福利基金账户$

$%% 亿美元

巴西工业%外贸和服务部-工贸

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巴西贸易顺差为!))%&&亿美元$

巴西工贸部表示 # 这是自

#*+* 年开始公布外贸数据以来的

同期第二高水平# 仅次于去年同期

创下的最高纪录 !"'%'# 亿美元$

工贸部表示#&月发生的卡车司

机罢工一度对外贸表现造成影响#

但"月的数据表明#罢工的影响已经

过去#外贸也已恢复至正常水平$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默克尔喜欢足球#全世界都知道$

江湖上流传着不少关于默克尔爱

足球的传说)比如#为了看足球#默克

尔会把丈夫晾在一边*比如#因为出席

欧盟会议没法看德国队的比赛直播#

默克尔只能让工作人员用手机为其直

播赛况*再比如#默克尔从高中时代就

开始痴迷足球# 曾经把自己的车子都

涂上了德国队的标志&&当然# 这些

传言无从考证#不过从中可以看出#默

克尔在本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德

国足球队的!头号女球迷"$不过#最近

无论是德国队还是其头号女球迷都有

些!烦恼"$ 德国队在小组赛中表现糟

糕# 最终以小组垫底的难堪成绩提前

出局# 而默克尔也因为难民问题迎来

了自己执政生涯中的最大危机$

默克尔喜欢足球# 还要从/..'年

的德国世界杯说起$ 刚当上总理没多

久的默克尔亲临现场观看多场比赛#

为德国队加油鼓劲#当德国队进球时#

她旁若无人地振臂欢呼# 吸引了大批

镜头$ 或许是因为人们对她还不够熟

悉#或许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思想作祟#

彼时德国媒体讽刺默克尔是一个根本不

懂足球的女人# 仅仅是把足球场当作了

自己的政治秀场而已$默克尔反驳称#早

在,0!&年自己就坐在莱比锡中心体育场

内观看了东德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了$

当然# 默克尔在/..'年这届世界杯上给

人留下最深的印象# 恐怕还是德国队在

季军争夺战中获胜后她所说的那句 !我

们的小伙子们赢了"/这一温暖的称呼让

众多德国球迷十分感动# 也缓解了德国

队在主场未能进入决赛所带来的失落$

/.,.年南非世界杯到来时# 已经当

了五年德国总理的默克尔用辉煌的执政

成绩告诉媒体# 她不需要利用足球来为

政治作秀#足球只是个人的爱好之一$这

位德国队头号女球迷第一次来到世界杯

的!客场"赛场#一如四年前那样收起平

时冷静内敛的形象# 手舞足蹈地为德国

队加油$ 就在当年世界杯后举行的欧洲

杯预选赛中# 在德国队主场2比.战胜土

耳其队后#默克尔来到更衣室探望!我们

的小伙子们"#总理的到来让德国队员们

非常兴奋$ 默克尔握住了在这场比赛中

表现最突出的球员厄齐尔的手# 这一场

景被摄影记者立刻捕捉到# 第二天即登

上了德国各大媒体的头条$ 默克尔是球

迷#但她更是德国的总理$这一张看似普

通球迷和球员合影# 立刻引发了热烈讨

论$ 厄齐尔是出生于德国的第二代土耳

其人# 因此这张照片被赋予了很多政治

意味)在左翼看来#合影象征着移民良好

融入德国和德国社会的多元化* 在右翼

看来# 照片则显示了外国移民正在深刻

影响着德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

/.,&年巴西世界杯# 默克尔再次出

现在球场看台上$ 在德国和阿根廷的决

赛中# 坐在观众席的默克尔依然兴奋地

忘乎所以#她紧紧地握着拳头#大声为德

国队加油#让同样来自!足球之国"巴西

的!巾帼英雄"+++时任巴西总统罗塞夫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在这场比赛中#德国

队不负众望夺得冠军$ 在更衣室中默克

尔和时任德国总统高克与手捧大力神杯

的德国队员们留下了一张经典的合影$

当然#默克尔去巴西!看球"的行为#在德

国国内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指出默

克尔乘坐专机前往巴西观看世界杯#是

在用纳税人的钱满足个人爱好$不过#总

理府很快出来澄清# 默克尔前往巴西是

国事访问# 而观看世界杯仅仅是国事访

问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年俄罗斯世界杯如期而至#默

克尔是否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赛场上#

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人们不仅

期待这位以冷静著称的总理再次在球

场上展现自己的另一面# 更期待通过

默克尔出席俄罗斯世界杯看到德国和

俄罗斯双边关系转圜的契机+++自从

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陷入低谷$

'月&日# 默克尔总理探访了德国队训

练营# 并且鼓励他们在俄罗斯世界杯

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德国媒体曾乐观

地猜测# 如果德国队能够顺利进入决

赛# 那么他们热爱足球的总理将极有

可能出现在决赛的观众席上$

愿望总是美好的# 状态低迷的德

国队出人意料地在小组赛中即惨遭淘

汰$默克尔终究无缘四赴世界杯赛场$

下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将在四年后举

行# 而默克尔的这个任期会在/./,年

结束# 我们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

位女政治家以总理与球迷的双重身份

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了$过去#无论

是默克尔所处的保守主义政党基督教

民主联盟还是足球# 都被认为是属于

男人的$ 而默克尔用她的热情+++无

论对政治还是对足球# 打破了这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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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队在!月/日的八分之一决

赛中迎战历史上夺得世界杯冠军次数

最多的巴西队$ 或许是因为五天前的

最后一轮小组赛里意外出线用完了所

有的人品#墨西哥没能再次创造奇迹#

以.比/负于巴西队# 连续第七次止步

于世界杯,'强$ 墨西哥虽然早早退场

了#但是在本次世界杯上的!戏份"可

一点也不少$

'月/!日#小组赛第三轮#墨西哥

对战瑞典队以.比2失利# 眼看就要沦

为小组第三收拾行李回家了# 谁曾想

在同时举行的韩国队与德国队的比赛

中# 小组排名垫底的韩国竟然小宇宙

爆发#以/比.赢了德国#把德国送回家

的同时把墨西哥送上了小组第二的位

子#妥妥地出线了$墨西哥国内因此爆

发了一次!韩国热"$

这次世界杯上# 国际媒体还关注

了一位叫作哈维尔的墨西哥球迷和他

的朋友们$ 哈维尔四年前跟几个朋友

相约今年一起开中巴车去俄罗斯看球$

行前女朋友却不让他去#!重色轻友"的

他只好放了几位朋友鸽子$ 朋友们按原

计划前往俄罗斯# 但是他们仗义地做了

个真人大小的 !纸板哈维尔"# 吃饭%睡

觉%看球%泡吧都带着它$ !纸板哈维尔"

身穿蓝色球衣# 上面印着一句话)!我家

老太婆不让我去$"纸板人走到哪里都是

百分百的回头率#大家争相与它合影#迅

速蹿红的纸板人团队还接受了今日俄罗

斯电视台等媒体的访问$

墨西哥是典型的民以!球"为天的国

家# 足球超越一切# 足球是一切快乐之

源$ 只要有球赛#不论大小#大家都会相

约外出看球$能去球场看最好#如果去不

了#就去酒吧%餐馆看#或者去市中心广

场看露天的大屏幕# 反正哪里人多去哪

里$ 国际场合观众席里的墨西哥球迷很

好认#他们大多身穿绿色的球衣#头上戴

着标志性大草帽#有些人还会画个鬼脸#

顺便宣传宣传墨西哥的亡灵节文化$ 墨

西哥球迷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看球

的时候齐声高唱他们的 !第二国歌"'俏

佳人 (-6?;>?<B C?DEB#又译为 !美丽的西

利托".$ 当阿根廷人激动时# 他们会唱

!请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而墨西哥的

'俏佳人(却这样唱)!哎呀呀#唱吧#不要

哭#因为唱着唱着就会高兴起来&&"

在墨西哥城#每到有球赛时#原本拥

堵严重的交通基本就瘫痪了$ 如果墨西

哥队在哪项国际比赛中赢了球# 民众都

会开车前往市中心改革大道上的独立纪

念碑下鸣笛庆祝$ 汽车喇叭不是随便按

的 #节奏必须是 !哒F哒F哒哒哒 "#暗含

的意思是!A?GH I;@?JB-墨西哥万岁."$

墨西哥任何报纸的体育版就几乎等

于是足球专版# 电视里足球节目就更多

了$就算你精通西班牙语#想要完全听懂

电视里的足球解说也绝非易事$ 西语世

界的足球解说员从一场比赛的鸣哨开始

到鸣哨结束# 以逆天的语速一直说个不

停#特别是在有球员中场得球迅速推进%

传球给前锋% 前锋得球射门一气呵成的

场景时# 解说员也可以一口气不喘地一

直说到进球# 最后再加上一个长达几十

秒的!8B>-进球."#拉丁民族的奔放和对

足球的喜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今年!月,日#在世界杯期间#墨西

哥举行了全国大选$世界杯四年一度#

墨西哥大选六年一次# 世界杯与墨西

哥大选每,/年相遇$两者相遇后#通常

大选的总体投票率会有所下降# 因为

对不少墨西哥人而言# 看球还是比投

票更重要一些$ 比如/..$年大选的投

票率是9"K991#比前一次/...年下降

9K91#也低于后一次/.%/年约LK'1$

连续第三次参选总统的左翼政治

家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以得票率-21

左右的绝对优势赢得了今年大选#是

几十年来墨西哥得票率最高的当选总

统$有不少民众认为#早在/..'年首次

参选总统时#洛佩斯就应该当选了$对

于当年洛佩斯输给卡尔德龙.K'1左

右的选票和计票中的一些异常# 至今

仍有人耿耿于怀$ 墨西哥足球队回家

了#但是最受欢迎的洛佩斯当选了#到

底是应该伤心还是高兴呢0唱吧#不要

哭#因为唱着唱着就会高兴起来$

%本报纽约!月L日专电&

在西班牙与俄

罗斯的八分之一决

赛中# 西班牙国王

费利佩六世 $左%&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

蒂诺 $中% 与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右 % 一同现身看

台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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