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遭!围攻" !"变成!!#$%"

!"峰会首日开门见山谈贸易冲突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在因

"利#而失和的氛围中 !七国集团 !"#$

年度峰会 % 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开幕$

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

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七

国集团应重新接纳俄罗斯$ 俄方则回

应说! 俄罗斯更专注于其他形式的合

作$

今年峰会的背景之一是! 特朗普

的&美国优先#主张不受待见!对钢铝

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引燃与盟友之间贸

易战的导火索$

一些媒体描述! 这届 "& 峰会可

能是其他 ' 国与美国对垒的场面$ 法

国总统马克龙 & 日对特朗普隔空叫

阵!称如果后者不介意孤立!其他 ' 国

也不怕&"& 变成 "'#$

特朗普强硬回应!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出多条帖子!称&撤掉你们的

关税和贸易壁垒! 否则我们将加码奉

还#$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似乎不急着

前往加拿大与盟友会面! 他在预定时

间半小时后才步出白宫! 还用了将近

() 分钟回答记者提问$ 当他的专机降

落在加拿大时!比预定时间晚大约 *+

分钟! 以至于他与马克龙单独会面的

时间从上午推迟至下午$

美国相距峰会地点最近! 但与其

他领导人相比!特朗普最后抵达$

白宫 & 日说! 特朗普定于峰会最

后一天%即 , 日上午启程离开!理由是

要赶往新加坡!准备 -( 日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

特朗普 % 日与马克龙会面两次$

第一次在贸易议题会议开始前!持续大

约 -)分钟$马克龙的办公室说!这次会

面由特朗普提议!双方谈了朝鲜半岛局

势和贸易议题!交谈气氛&很友好#$

马克龙说!他与特朗普的讨论&非常

坦率%直接#$ 特朗普把与欧洲联盟的贸

易争端描述为 &时而会出现的小考验#!

说美国对欧盟 &多年来贸易赤字巨大#!

但是&我们正在解决#!马克龙&发挥了很

大作用#$

特朗普还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见

面$ 加方原本就不满特朗普决定重谈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方加征钢铝关税给

这对邻国兼盟友的关系火上浇油$ 法新

社则以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会面气

氛不紧张!但是两人&分歧严重#$

路透社同样以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以贸易为议题的会谈上!出现&一些

情绪#!其他国家领导人向特朗普出示一

系列贸易数据!试图说服他改变决定!特

朗普也拿出数据!坚称美方吃了亏$

但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特朗普

与马克龙和特鲁多的会面成果 &积极#!

其中特朗普与特鲁多就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谈判 &接近达成一致#! 另外讨论了

美加双边贸易协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 %

日提出一套化解争端的方案$ 一名法国

官员说! 美方与欧盟将在两周内着手贸

易对话$

路透社报道美欧在七国集团峰会期

间就贸易争端 &迈出一小步! 但没有突

破#!其他媒体则突出美国与盟友的分裂

状态$

! 日上午! 特朗普在启程前往加拿

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前对媒体说! 建议

七国集团重新接纳俄罗斯!&他们 '七国

集团成员(应该让俄罗斯回来!因为我

们应该让俄罗斯坐在谈判桌前)$

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俄罗斯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 日说!俄罗斯更

专注于其他形式的合作$俄罗斯联邦

委员会 '议会上院 (信息委员会主席

普什科夫表示 !七国集团 "一团糟 )!

"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已失去之前的

魅力 )$

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支持特朗普

提议!认为俄罗斯应被重新接纳$加拿

大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 加拿大反对

俄罗斯重返的立场没有改变$ 德国总

理默克尔 " 日说! 目前不可能让俄罗

斯重返! 但德国将与俄罗斯保持密切

对话$

心理专家呼吁引起重视!加强预防和干预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知

名时装设计师凯特*斯佩德和美食节目

主持人安东尼*布尔丹+日和%日相继自

杀离世!终年分别为++岁和'-岁$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各州自杀

致死率-,,,年以来几乎皆有上升! 中年

人自杀致死率增幅最大$ 心理专家呼吁

重视这一现象!加强预防和干预!避免更

多悲剧发生$

知名美食家和设计师先
后自杀令人震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00$报道!布

尔丹在凯泽贝尔录制第-(季+未知之旅,

节目$ 当地时间%日清晨!人们在他的酒

店房间内发现他已死亡$当地检察官说!

现有证据显示!布尔丹死于自缢$

布尔丹在美国纽约市出生!-,&%年

从美国烹饪学院毕业$())(年起!他陆续

主持+厨师之旅,+无需预约,+未知之旅,

等美食节目$+未知之旅,让他名声大噪!

是一档&美食探险)类节目!从()-1年春

季开始在/00播出!先后赢得+项&艾美

奖)!现在正在播出第--季$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年出现在

+未知之旅,一期节目中!与布尔丹在越

南河内一起享用街边食物$奥巴马%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贴出当时照片$ &-塑料

矮凳% 实惠美味的面条% 冰爽的河内啤

酒.!) 奥巴马写道!"他教会我们关于食

物的事//让我们不那么害怕未知事

物$ 我们会想念他$ #

%日下午!亚马逊网站图书畅销榜上

前'位中*本是布尔丹的作品! 他()))年

出版的回忆录 +厨室机密000烹饪深处

的探险,名列畅销榜首位$

斯佩德-,'(年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

城!曾为时尚杂志工作!上世纪,)年代和

丈夫创立以她名字命名的手包% 服饰品

牌!大获成功$她-,,,年出售品牌一多半

股权!())+年生下女儿!())'年将剩余股

权全部售出$她()-'年重出江湖!以女儿

的名字创立新品牌!但反响不热烈$她的

丈夫'日谈及斯佩德的死因!说她长期受

抑郁症和焦虑症困扰$

自杀已成美国第十大 !杀手 "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日发布

的报告说!与-,,,年相比!()-'年全美自

杀致死率上升1)2!+)个州中**个州自

杀致死率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岁至'*

岁人群自杀致死率增幅最大$ 先前一些

研究认为! 导致美国中年人自杀的因素

包括经济下行和药物成瘾$

世界卫生组织 .345$数据显示 !美

国()-+年每-)万人中有-+61人死于自

杀!远高于全球-)6'人的平均水平$ 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报告说!近*6+万

名-)岁以上美国人()-'年死于自杀!是

当年美国第十大死亡原因$

美国防止自杀基金会首席医务官克

里斯蒂娜*穆捷说1&像癌症和艾滋病一

样!自杀已成为公共卫生议题$ #

只是! 美国政府和公众欠缺对自杀

的认知和重视$ 全国防止自杀帮助热线

执行主任约翰*德雷珀说!他们在全美各

地设立的危机中心长期经费不足$

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年自杀相关项目的研究经费略超-

亿美元2相比之下!研究酒精成瘾的经费

为+亿美元$

预防自杀行动联盟的杰里*里德说!

自杀的诱因很多!包括心理疾病%经济压

力%身体病痛%感情问题!"通常是许多因

素并存!合力压垮一个人)$

穆捷说! 每个人都应关注身边的亲

人%朋友%同事!识别他们显现的危险信

号并及时干预!这对预防自杀非常重要$

这些信号包括1聊天时说到失去希望%陷

入绝境%感到成为他人负担2罕见的情绪

不稳定%远离亲友和社交活动2向他人赠

送重要财物2饮酒服药频率增加$

国际 广告 !!!"!"#"#$

%&$% 年 & 月 $' 日 星期日! 编辑(吴雨伦

呼吁法官撤销二级谋杀罪认罪协议书!

要求以一级谋杀罪起诉
新华社洛杉矶 ' 月 ( 日电 '记者高

山( 两年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遭

白人女性枪杀的中国女留学生江玥的家

人 ! 日在洛杉矶发表声明! 抗议该案检

方不公! 呼吁审理该案的美国法官撤销

检方与被告达成的二级谋杀罪认罪协议

书!要求以一级谋杀罪起诉被告$

#$%" 年 % 月 %" 日! 在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二年级就读的江玥驾车在坦佩市

一个路口等红灯时被后车追尾$ 肇事车

辆女司机%时年 &# 岁的戴维斯从车窗向

江玥连开数枪并驾车逃逸$ %' 岁的江玥

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戴维斯很快被

警方抓获!警方当时表示!戴维斯将受到

一级谋杀指控$

据悉! 检察官与被告戴维斯于今年#

月达成二级谋杀罪认罪协议!但江玥家人

并没有获得检方告知! 检方也未征求家

属意见! 家属在中国看到新闻才得知此

消息$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向近日赶到美

国的江玥家属解释! 检方之所以与被告

达成二级谋杀罪认罪协议! 主要是担心

此案是在一个存在较严重种族倾向的地

区进行审理! 如果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可

能会更加难以令陪审员同意给被告定罪$

据加州律师邓洪介绍! 如果戴维斯

被判一级谋杀罪! 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

死刑!但若被判定二级谋杀!则只会面临

%$ 年至 #( 年监禁$ 邓洪认为!负责此案

的检察官有严重失职行为$他指出!检察

官没有尽最大努力告知被害人家属相关

进展! 也未让家属在判决过程中行使他

们的参与权! 此外! 检察官理应主持公

道!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但此案检察官面

对种族倾向却低头退却$

本月 %(日法官将作出最后裁决$ 江

玥家人希望法官能尊重家属意愿!撤销检

方与被告达成的二级谋杀罪认罪协议书!

以一级谋杀罪定罪或交由陪审团裁定$

得知江玥案被告被降为二级谋杀罪

的消息后! 众多华侨华人都参与了抗议

声援活动!一周内就已有约 "$$$ 人联署

签名抗议$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官员对

新华社记者表示!总领馆一直关注此案!

近日听取了家属意见! 并为其提供了必

要的协助$

宣布造出"世界最强大#超级计算机

据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记者

周舟( 在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 强榜单

公布前夕! 美国 ! 日宣布造出一台名为

"顶点)的超级计算机!称其运算能力是

目前"世界最强大的)$ 美国为何追求超

算"顶点)3

首先!美国渴望回到超算榜单的"顶

点)$全球超算 ($$ 强榜单每半年公布一

次 ! 美国曾经是这个榜单的霸主 $ 但

#$%$ 年中国"天河一号)首次拿下冠军!

后来中国的"天河二号)和"神威*太湖之

光)又崛起$在这次 " 月最新一期榜单之

前!"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已连

续 ) 次分列冠亚军$

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 月

! 日宣布!已造出当前"世界最强大 )的

"顶点)超级计算机!其浮点运算速度峰

值可达每秒 #$ 亿亿次$

由于 " 月是每半年公布一次的全球

超算 ($$ 强榜单年中更新的时间! 美国

抢在这期榜单公布前宣布成功研制 "顶

点)!可见其重回超算之巅的急迫心情$

第二!"顶点)厉害在何处3 据介绍!

超算"顶点)使用了 )"$! 个计算服务器!

每个计算服务器中又含有两个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的 ## 核 *+,-.' 处理器和 " 个

英伟达公司的 /-012 3%$$ 图形处理单

元加速器$

该实验室说! 它们不仅使 "顶点)

的浮点运算速度峰值可达每秒 #$ 亿亿

次! 还能让 "顶点) 在执行某些科学运

算时! "混合精度) 运算速度达到每秒

&&$ 亿亿次$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专家杰夫*尼克

尔斯说!"顶点) 比过去超级计算机的计

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更强! 拥有庞大和高

质量的文件系统以及快速的数据通道!

这让研究人员在使用它时可以更快得到

更精确的结果$

最后!美国计划用"顶点)干什么3美

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说!"顶点)超算将

给能源研究%科学发现%经济竞争力和国

家安全带来深远影响$ 美能源部今年将

启动遴选科学项目!申请使用"顶点)超

算的科学项目已开始排队$

天文学家计划用它模拟超新星爆

发$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计算天体物理学

家布朗森*梅瑟说!"顶点)的计算能力比

早先所用的计算机强大很多! 因此能使

模拟时间延长数千倍! 为研究宇宙中如

何出现金和铁等重元素提供线索$

在材料学领域! 研究人员需要能在

原子层面模拟材料的性质! 但他们在过

去的计算机上只能模拟数十个原子的行

为!现在他们计划用"顶点)模拟数百个

原子的行为! 从而帮助寻找超导体等新

材料$

在人工智能与医疗的交叉领域!"顶

点)也有用武之地$比如将其用于癌症研

究!帮助医生找出癌症发病过程中基因%

生物标记物和环境等因素间的关系$ 还

可用它分析蛋白质和细胞的功能! 帮助

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和心脏病等疾病$

我驻宋卡总领馆提醒

新华社曼谷 ' 月 ) 日电 中国驻泰

国宋卡总领馆 ! 日在其网站发布 +暑期

赴泰南旅游安全提醒,!提醒中国游客应

注意下水安全%交通安全!谨慎参加浮潜

和租驾车辆!并选择正规旅行团$

提醒说!暑期将至!赴普吉%攀牙%甲

米%苏梅%丽贝等泰南地区旅游的中国游

客数量将迅速增长$当前泰南进入雨季!

游客应注意相关事项$

首先要注意海滩红旗警示! 切勿冒

险下水 $ 游客出海前请多关注天气情

况! 如遇风大浪急等恶劣天气或海滩插

有红色警示旗 ! 或在空腹 % 饱餐 % 醉

酒% 极度疲劳等身体状态下切勿冒险出

海或下水游泳$

总领馆提醒!浮潜运动极其危险!参

加须谨慎$ 有游客未熟练掌握潜水面罩

使用方法就下水!呛水缺氧导致脑死亡!

甚至不会游泳仍独自浮潜导致溺亡$ 因

此!参加浮潜项目!务必听从专业人士指

导!确保能够正确使用面罩后再下水$此

外!高龄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游客禁

止参加浮潜$

提醒说!泰国交通右舵左行!驾驶习

惯与国内相反$泰南热门景点山多坡陡!

路况复杂! 乘坐旅游大巴或面包车务必

系好安全带$无泰国驾照或国际驾照者!

请勿租驾!否则发生事故时需负全责$切

勿将护照等重要证件抵押给商家! 防止

影响后续行程$

总领馆建议游客选择正规旅行团

组!签订正式旅游合同!并留意合同中有

关人身% 财产安全事故的理赔范围和要

求2如系自由行!建议出行前购买合适的

境外旅游意外保险!谨慎选择旅游项目$

总领馆强调!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

泰国旅游警察%游客协助中心%总领馆等

相关单位的电话求助$

国际观察

以沙特!阿联酋为首的阿拉伯联军
近日逼近也门西部的荷台达市! 一场攻
城战似乎迫在眉睫"

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是也门第四大
城市!人口约 "# 万!一说 $# 万"它是也
门对外联系枢纽!包括食品#救援物资在
内的物品!%#&以上从这里输往全国"

'#($ 年下半年至 '#() 年初 !沙
特宿敌胡塞武装以哈迪政府无能为由攻
占也门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荷台达"在
沙特眼里!荷台达就是$给胡塞武装输送
营养的血管%" 所以!自 '#() 年 * 月进
入也门打击胡塞武装之后! 沙特一直着
力封锁荷台达港" 但是由于该港口是人
道救援的重要通道!迫于国际舆论压力!

沙特使港口处于一种时开时关状态" 到
了去年 (( 月!为了报复胡塞武装的导弹
袭击!沙特对该港口实施彻底封锁"如今
联军已经抵达离荷台达约 (+ 公里处 !

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拿下荷台达"

沙特出兵也门三年多! 战绩一直乏
善可陈!此次进攻荷台达可算一大亮点"

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沙特放弃了在叙利
亚的博弈"近一年多以来!沙特支持的叙
利亚反政府武装!要么被歼灭!要么被土
耳其收编" 在东古塔地区被叙政府收复
后! 沙特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跌至开战以
来最低点" 因此沙特干脆集中力量打胡
塞武装"

其二!萨利赫被杀削弱了胡塞武装"

去年 (' 月胡塞武装枪杀了也门前总统
萨利赫!理由是他与沙特勾结"然而萨利
赫原本就是沙特盟友! 虽然因隙远沙特
而近胡塞! 但朝楚暮秦一向是中东政治
生态特色" 胡塞武装以$叛徒%罪名处决
一位政治$风投%人物!快意恩仇换来的
是化友为敌"萨利赫的侄子小萨利赫!昔
日抵抗沙特的一位骁勇战友! 此后便调
转枪头!率部与胡塞武装死战!这在相当
程度上削弱了胡塞武装的战斗力"

兵临城下之际!沙特一方面指使阿联
酋向美国求援!要求美国动用无人机等军
事手段帮助沙特攻下荷台达& 另一方面!

沙特又向美国保证!在没有得到盟友充分
理解之前!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与此同
时!美国也对外表示!不支持武力进攻荷
台达!还是主张政治解决也门问题"

美# 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互动耐人

寻味"事实上!美国是支持沙特打击胡塞
武装的! 因为两国都把其视为头号敌人
伊朗的帮凶" 沙特动用美国军备打击胡
塞武装! 由此造成严重平民伤亡和人道
主义灾难!全世界有目共睹!对此美国是
有压力的" 今年 * 月!美国参院提出议
案!中止对于沙特空袭也门的军事援助!

尽管议案最后被否! 但有 $$ 名参议员
支持议案这一事实表明! 美国有相当一
部分人反对美国现行的对沙特政策"

眼下美国表示不赞成沙特武力攻
城!可有一石多鸟之效" 首先!逼迫胡塞
武装在军事不利条件下接受解决方案&

其次! 避免沙特动用美国武器再次造成
大量平民伤亡&再次!避免大量难民再次
流入欧洲'''除叙利亚难民之外! 欧洲
已经替美国背上了制裁俄罗斯# 制裁伊
朗两个沉重的十字架"但倘若美#沙所希
望的政治解决不能达成! 那时美国可以
让沙特放手痛打! 届时责任就会落到胡
塞武装#或者伊朗身上"

另有报道说!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正在考虑应急方案! 包括把荷台达交由
联合国暂管! 或者由胡塞武装和沙特!

阿联酋联军分治"两种方案即便被采纳!

也许只是推迟最后摊牌! 因为交战双方

都无意在荷台达控制权上妥协"

不管攻城战是否打响! 不可否认的
是!沙特目前占了上风!而且暂缓进攻还
可以为沙特赢得宝贵的舆论分" 然而对
于整个也门战局来说! 最后鹿死谁手还
难下结论"

即便沙特以较小代价拿下荷台达!把
胡塞武装逼回北部山区!也门局势也未必
能被沙特掌控" 这是因为!除了阿联酋这
个贴心小兄弟之外!沙特在也门除了敌人
就是潜在对手" 胡塞武装自不待言!拥有
民众支持和足够韧劲!他日卷土重来并非
不可能" 另外!如今攻打胡塞武装最得力
的一方不是沙特!而是小萨利赫" 如果小
萨利赫今后成为也门军事强人!沙特对他
如何驾驭( 更何况萨利赫家族没有忘记!

正是沙特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抛弃
了他们" 而由沙特一手扶持的哈迪政权!

其拥护者也对沙特衔恨在心"因为沙特攻
下重要城镇后! 当地管理一律由联军执
行!被认为是$合法政府%的成员反而不得
参与"

然而! 沙特不能掌控也门的根本原
因在于!对于这个极度贫困的弱小邻国!

阔绰有余的沙特并没有一个国家重建计
划!有的只是待摧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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