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6日，工作人员在俄罗斯圣

彼得堡展出镶有1.1万颗钻石的仿俄

罗斯帝国皇冠。

2月 6日至 10日，2013圣彼得

堡国际珠宝展在当地列宁格勒展览中

心举行。为纪念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

娜二世登基250周年及罗曼诺夫王朝

建立400周年而仿制的皇冠成为展会

焦点。 兹梅耶夫摄 （新华社发）

2013年2月8日 星期五 环球扫描
责编：杨子岩 邮箱：guojihwb@126.com

伊朗总统内贾德当地时间 ! 月 " 日中
午抵达埃及开罗，并出席定于 # 日举行的
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成为 $%多年来
访问埃及的第一位伊朗总统。分析称此举
具有重要意义。两位中东“巨头”是否开
启两国“复交”，会给中东地缘政治带来什
么变化？

埃伊巨头亲近

据埃及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内贾德受
到了埃及总统穆尔西的高规格接待：不仅
亲自到场，还率庞大队伍迎接。

内贾德此行，是对去年 & 月穆尔西德
黑兰之行的回访，媒体普遍解读为标志着
两国关系开始升温。

埃伊交恶始于'()(年。当时，埃及与以
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向被伊斯兰革命推翻的
流亡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庇护，伊朗随
后宣布与埃及断交。在两伊战争中，埃及支
持伊拉克，更使伊朗耿耿于怀。上世纪(%年
代初，两国互设代表处，关系有所缓和，但始
终没能走得更近。

而国家元首不到一年内实现历史性互
访，被外界视作伊埃两国关系改善的明显
信号。当地网友发出感慨“内贾德都来埃
及了，这世界变化太快”。

此举却引起其他海湾国家的担忧，美
国和以色列也对两个中东巨人的走近表示
警觉。美国关心，是什么让两个国家又走
到了一起，以色列也关心，埃及加上伊朗，
对于自己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以色列 《新消息报》 的评论显得酸味
十足，评论说，埃及和伊朗关系升温，埃
及“使伊朗的生存环境得到某种优化”，埃
及的“颜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中东的分化重组？

为什么断交 $%多年来，“老死不相往
来”的两个国家忽然又热络起来？

分析说，这与中东大变局有关。埃及
革命以后，中东地缘政治上的整个结构开
始发生变化，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阿
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及美国西方的关系拉开
了距离。

伊朗看到现实的机遇。长期以来，伊
朗与阿拉伯国家若即若离，在盟友叙利亚
身陷困境的情况下，伊朗需要多交朋友，

以免进一步陷入外交孤立。埃及正是伊朗
改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关键。这在
穆巴拉克时代不能实现，在穆尔西时代有
了极大可能。

另一方面，西方的制裁给伊国内经济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石油禁运更是雪上加
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善与埃及的关
系，为本国石油出口提供便利，也是伊朗
的一个重要考量。

为了突破西方封锁，伊朗最新打出了
一系列组合拳。包括公开全新的国产战斗
机、宣布将猴子送上了太空，这一次则是
开打外交牌。

从埃及方面来看，国内政治矛盾依旧
尖锐，穆尔西面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压
力，很难走上近以亲美的老路。作为阿拉
伯国家的领袖，埃及一方面需要尽快明确
外交政策、重塑区域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也需要通过改善与地区国家的关系，为经
济复苏创造有利条件。

真正“突破”不容易

不过，有专家分析，这种好的兆头并
不意味着双方可以立即实现外交“突破”。

去年 & 月，穆尔西首访伊朗时，在不
结盟运动峰会上对伊朗诸多政策进行了批
评。会后，两国也在改善关系上做出实质
动作。

另外，教派分歧也是双方关系进一步发
展的阻碍。学者分析，伊朗和埃及的矛盾包
含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阿拉伯民族和
波斯民族的恩怨。从历史上看，埃伊两国在
波斯湾岛屿争端、两伊战争、伊拉克问题等
议题上的立场是对立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也
不会同意伊朗和埃及“亲近”。埃及方面考
虑，由于自己是阿以冲突的前线国家，其
地缘特点决定了它对美国和以色列持务实、
温和的态度。对穆尔西本人来讲，他也希
望与美国保持关系。

海湾国家对伊朗什叶派的扩张保持警
惕。穆尔西当选后，首个出访国家就是沙
特阿拉伯，表明海湾国家在埃及外交政策
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不能不考虑海湾国家
的感情。

分析人士预测，两国未来可能会保持
一种象征性友好关系，在个别议题上相互
配合，却难在核心利益上达成共识。

据法新社 " 日消息，朝鲜外宣网站
“我们民族同志”* 日上传了一段视频，其
中含有美国遭到导弹空袭的场景。韩国
《中央日报》分析称，朝鲜此举意在反驳国
际社会对其火箭发射的质疑和谴责。

半岛局势危机四伏

朝鲜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焦点，是源于
联合国安理会 ' 月 ** 日通过的 *+&) 号决
议，该决议要求朝鲜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
技术发射卫星。朝国防委员会 ,月 !-日发
表声明对此进行谴责，称将进行更高水平
的核试验，并退出六方会谈。

近期关于朝鲜将随时进行核试验的猜

测一直不断。韩国 《朝鲜日报》 - 日报道
称，朝鲜咸镜北道核试验场南侧坑道入口
已被彻底清理，周围的车辆和兵力也已撤
退，这被认为是“核试验迫近”的征兆。

据悉，美韩两国从 -日开始进行为期 .

天的综合海上演习，期间双方动用了核潜
艇等非常规战斗力。韩国《中央日报》称，
这次军事演习“意在对朝鲜进行武力示
威”。

对此，朝鲜外宣网站“我们民族同志”
- 日称，美韩军演“意在挑起新的战争”。
朝中社 " 日发表文章说，朝鲜的应对措施
将超乎“敌对势力”的想象，可能有比核
试验“更大的动作”。

以暴制暴缺乏理智

此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 日指责美
国在朝韩发射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美
国方面则以韩国“是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发
展太空计划”为理由，认定二者不可相提
并论。

有专家指出，美国放任甚至鼓励韩国
发射“罗老”号火箭与朝进行抗衡，这无
异于“以暴制暴”；朝鲜半岛面临“太空军
备竞赛”的风险，这与维护半岛稳定的目
标渐行渐远。

朝鲜“拥核”只是其自感威胁的一种
现实需要。朝中社 " 日的文章称，朝鲜的
发展需要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但现在连最
基本的主权都受到了挑战，朝鲜只能扩大
和加强军力来保卫自己。

然而，朝鲜只考虑自身利益，却罔顾
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的担忧，执意宣称
开展核试验，确实对地区安全构成了巨大
威胁。

韩国《朝鲜日报》 #日发表社论称，朝
核试验有可能促使东北亚地区出现核开发
“多米诺”现象，依照《核不扩散条约》 所
建立的体系或将濒临瓦解。

回归会谈方解乱局

遗憾的是，朝鲜与美国及其盟国采取
的大多是“硬碰硬”的处理方式。据韩联
社报道，美韩两国近日就对朝鲜施行更严
厉的经济制裁一事进行协商。另据日本新
闻网 " 日消息，日本也在酝酿扩大对朝鲜
人入境禁止对象范围的单边制裁。

对此，朝鲜《劳动新闻》 -日发表署名
文章称，朝鲜决意抗争到底，“以更强大
的自卫手段予以对抗”。

分析认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出发点不
是如何消除对抗，而是认定朝鲜“挑衅”
并予以正面还击。同时，朝鲜不听外界劝
阻并报以强硬态度，这将会使各方失去耐
心，进一步激化已有矛盾。

任何非理性的行为将都无助于真正解
决朝核问题。“俄罗斯之声”称，美国的
独断制裁与朝鲜的激进对抗恐将演变为恶
性循环，最终酿成恶果。

半岛局势相关各方有必要冷静下来，力
争重返桌边，回归六方会谈，通过和谈协商
解决朝核问题。否则，恶性争斗轮番上演，半
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势必危及东亚乃至世界
发展。这不是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 !日再次登

上了美国主流财经媒体的新闻头条，但这次却不

是它又下调了哪个国家或哪家金融机构的信用评

级，而是被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这场迟到几年

的诉讼再次提醒人们，是该给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降级”了，特别是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应减少对

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

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 ! 日宣布，美

国司法部已正式对标普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在

金融危机前给予债务抵押债券等结构性金融产品

过高评级，导致投资者损失数十亿美元。这是美

国联邦政府首次对信用评级机构提起诉讼。

美国司法部披露的

"#$ 页的诉讼文件显示，

标普将结构性金融产品评

级作为利润增长的重要来

源，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评级收费一般为

%!万美元，为债务抵押债

券评级收费为 !&万美元。

为与其他两家主要评级机

构竞争，标普调整了评级

所使用的模型，从而人为

调低了证券违约风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标普共为价值

超过 #+$ 万亿美元的住房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约

%+' 万亿美元的债务抵押

债券提供过评级服务。但

后来这些证券价值大跌，

助长了金融市场动荡并最

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埃里克·霍尔德在声

明中说：“此次起诉是迈

向调查和惩罚导致此次金

融危机不当行为的重要一

步。”只是，这一步来得

晚了些，美国国会金融危

机调查委员会早在 '&%%

年初公布的调查报告已显

示，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误

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重

要原因之一。

但在批评评级机构内

在利益冲突导致评级失误

的同时，或许更该反思的是，监管机构是否也存

在失职。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指出，联邦和州立

法规定都要求和鼓励金融公司和机构投资者以信

用评级为基础进行投资，这造成了对信用评级的

过度依赖。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

构却没有很好地监管信用评级机构，以保证评级

的质量和准确性。

虽然金融危机以来，美欧都相继出台加强信

用评级机构监管的法案，但在金融交易中，信用

评级仍被置于神圣地位。例如，一旦一国主权信

用评级遭下调，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机

构都将面临卖出该国债券的压力，这也是造成欧

债危机波动的重要原因。

因此，是时候给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级”

了。国际金融协会最新发布的资本市场监测报告

也认为，从金融稳定角度来看，减少对评级机构

的过度依赖，鼓励市场参与者自行对风险进行评

估较为合理。

时尚竟然可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女孩子们看到这个消息估计要欢欣鼓

舞了，因为她们又有了更多的理由去追逐
时尚。近日，英国伦敦的心理学家凯特·
奈廷格尔推出了“时尚治疗”，她想通过
服装的影响，让客户了解真实的自我。

这是什么原理呢？奈廷格尔认为，一
个人的穿衣方式可能影响到他的情绪、自
信力甚至认知行为。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个人形象日渐重
要，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需要专注
于个人形象的打造。所以奈廷格尔就为有
需要的客户提供穿着方面的专业建议，通
过改善客户的个人形象来提升他们的社会
形象，从而改善人的心情。

不仅如此，“时尚治疗”在教会人们
穿着打扮的同时，也通过这个过程培育客
户的自信力和创造力，树立与人交往的信
心。
“时尚治疗”的功效如何，目前还没

有有力的证明，但是有一个重要依据，那
就是色彩心理学。不同的颜色可以给人迥
异的心理暗示，这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认
可。所以色彩的搭配在时尚穿着中就显得
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白色是最治愈的颜色，因
为奇妙的白色具有太阳光的特性，给人积
极阳光的感受。相较于白色的平和，橘色
则是活力色彩，会让人精神振奋，所以工
作时经常搭配橘色，可以有效提升工作效
率。各种颜色有不同的效果，绿色使人有
“休息的感觉”，蓝色则让人“心情平静”
等等。

治愈系色彩早已经是时尚界的潮流
了。*+,, 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设计
师在柏林时装周上，仍然不忘表现赈灾的
主题，推出了主题为“安抚”的时装，采
用的就是带有治愈功效的米色和土壤色。

事实上，时尚的治愈功能并不是突发
奇想。时尚虽然一般体现为生活方式的表
面，但其深处却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心理学的意义。时尚折射的是一
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所以通过研究社会心
理就可以把握时代的脉搏，让时尚发挥更
大的作用。

如果仅仅是改变衣饰就可以换个好心
情，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既提升了自信心，
又给别人留下了好印象，一举两得。

让时尚成为治愈心情的一剂良药，恐
怕会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欢迎。

.+

多年不相往来 如今互访渐趋热络

埃伊互访透露出什么信号？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朝核危机会引“爆”吗
郑 兴 崔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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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颗钻石仿俄罗斯帝国皇冠展出

2月5日，埃及总统穆尔西（中右）在首都开罗举行仪式，欢迎到

访的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中左）。

时 尚 治 愈 系 ？

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家曼·雷的人像

摄影作品展于2月7日在英国伦敦的国

家肖像美术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出

150多张他从 1916到 1968年所摄的人

像照片，其中包括画家毕加索、作家弗

吉尼亚·伍尔夫、香奈儿品牌创始人可

可·香奈儿等人的肖像。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艺术家曼·雷摄影作品展在伦敦开幕

若进行
核试验

0

将采取
迅速而

严厉的
措施。

必须通过对话全面均
衡解决各方关切，避
免半岛局势轮番升级。

朝使用核武器

意图明显时，

将先发制人。

朝若强行实施核试验，则联
合国安理会有必要

就新措施达成一致。

在核试
验当天

，

日本将通
过由日本

实施

单独制裁
的措施，

安倍

将发表谴
责声明。

各方反应

凑合吧！

给您 111好吗？

求您给个 1吧？

如此“公平” 新华社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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