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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俄罗斯反对派最高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涅姆佐夫在莫
斯科市中心被枪杀。涅姆佐夫的盟友称他的遇害是一起政治谋杀，
总统普京则谴责这是一起“挑衅行为”。

“谋杀”还是“挑衅”

涅姆佐夫曾在普京前任叶利钦的政府中担任副总理，后来
长期担任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据俄内政部的发言人称，
枪击案发生时，涅姆佐夫正走在克里姆林宫正南面莫斯
科河中的一座桥上，一辆轿车经过现场，车上有人用手
枪向他开了七八枪，致其死亡。

在遇害前夕，涅姆佐夫还在筹备一场定于周日举
行的反对俄罗斯对乌开战的游行。他死前发布的最后
一条推特就是呼吁大家支持游行的。由于他的意外身
亡，反战游行已被取消。

涅姆佐夫与普京的不睦已是众所周知。涅姆佐
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自己担心普京会干
掉他。

由于死者生前有着这样的“指控”，好事者自
然将涅氏之死与当局的“暗杀”挂钩。

涅的亲密盟友伊利亚·亚欣表示，涅的遇害
是一起政治谋杀，因为他一直在准备一份有关
乌克兰东部战争的报告，报告将提供俄罗斯士
兵正在该地区作战的证据。

西方政要对暗杀事件纷纷表示谴责。美
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
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都呼吁俄政府
展开“快速、公正、透明”的调查。这些
人都大肆称赞涅批评政府的勇气，奥朗德
还将其形容为“不懈保卫民主的勇士和顽
强的反腐斗士”。这给涅氏之死蒙上了受
政府施害的色彩。

“死亡”的多种用途

分析指出，普京暗中指使的可能性不
大，因为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都不太可
能做出这种事。在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普京也没
必要引火上身。

况且，刺杀涅姆佐夫，只能给普京减少一个反对派
对手。由于普京在国内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反对派根本不

存在夺权的可能性。更何况过去3年中，俄罗斯反对派日渐凋零，领导者
中有的被监禁，有的已倒戈，有的流亡在外。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涅姆佐夫只是反普势力为了扰乱俄罗斯局势
稳定的“牺牲品”。美国 《华盛顿邮报》 在27日的报道中就指出，普
京在全俄人民阵线于2012年总统大选前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说：“他们
正在一些名人中寻找一位所谓的‘牺牲者’。他们会把他干掉，然
后把罪责推给当局。”

而如今，涅姆佐夫死了，还很有名。
当然，涅氏之死还被冠之以“外国势力插手论”的猜想。据

俄罗斯媒体报道，有调查者称，涅姆佐夫曾不止一次前往乌克
兰，并与所谓的“党派战争”代表积极联系，“其目的是推翻
俄罗斯政府。他们可能给了涅姆佐夫一笔资金用于破坏俄罗
斯局势。”

MH17的疑云会重现？

分析者称，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场谋杀案，把舆论焦
点从乌克兰危机转移到俄罗斯国内事务。

一年前普京强硬处理克里米亚问题时，他的支持率
一举超过80%，且此后一直停留在历史高位。但随着俄罗
斯经济步入衰退，人们普遍认为普京可能会面临政治
困境。这正是西方制裁俄罗斯背后的逻辑。

组织周日游行的反对派希望，游行将吸引逾
1万人，以抗议俄罗斯经济危机和普京介入乌克
兰战争。

有人分析，和去年的 MH17 被击落事件
一样，这一特定背景下发生的凶案又给普京
造成巨大压力。如果不把凶案查得水落石
出。普京就难免遭到反对派和西方舆论的
攻击；而内政隐患不除，俄罗斯政府在
处理乌克兰问题上就难以施展拳脚。因
此，调查涅姆佐夫案无疑是摆在普京
面前的头等大事。

对于这起谋杀案，普京罕见地在第一时
间表态，指出事件是“凶残的谋杀”，具有“雇凶杀人”的

全部特征，带有极度挑衅的性质。另据俄总统新闻局消息，
普京于当夜责成联邦调查委员会、内务部和安全局负责人组成

专案组，随时向他汇报事件调查进展。
而西方世界也正在磨刀霍霍，这从各国首脑的表态可以看出。涅

姆佐夫遇害之际，美国白宫正在就是否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以对抗俄
罗斯支持的叛军开展辩论。目前，这一提案已在美国国会得到强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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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 2月 27日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
室于近日发表年度全球安全威胁报告。该报告称，破坏
分子、间谍和小偷都在扩大他们对薄弱的美国互联网基
础设施的攻击，网络安全问题比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
更大。

又见双重标准

美国官员一直在对外宣称美国遭受多次网络攻击，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要从外国势
力的攻击中保护隐私。“棱镜”事件余音未了，美国就忘
记了自己是最大攻击者的身份，反倒以一副网络攻击受
害者的姿态出现了。讽刺的是，就在安全威胁报告出台
的前不久，2月 19日，美国一家名为“截击”的独立新
闻网站披露了一份由斯诺登提供的解密档案。根据这份
档案，美国国安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曾侵入全球最大
的 SIM卡制造商金雅拓公司，并窃取了用于保护手机通
信隐私的加密密钥，以便对全球移动电话通信进行监
听。25日，金雅拓公司公布内部调查报告，对侵入行为
进行了证实。

不仅如此，早些时候，美国国安局被爆出在多个品
牌的电脑硬盘中植入间谍软件，而这些品牌几乎覆盖了
整个硬盘市场，这意味着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电脑都有可
能受到这种软件的秘密攻击。

消息一出，人们不禁纷纷吐槽：说好的隐私权呢？

推行网络霸权

尽管种种行为被曝光，美国政府似乎并无意收敛。
据美国之音电台报道，在2月23日的一个网络安全论坛
上，美国国安局局长甚至公开声称，应该有“一种合法
框架”迫使谷歌和苹果这样的公司在它们的加密数字产
品中为政府情报部门留下“前门”，以便政府调查犯罪或
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

回顾种种事实不难发现，自从斯诺登揭露出“棱镜计
划”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以“国家安全”需要为其加强网络
监控进行辩解。一方面，美国大打“国家网络安全”牌，以受
害者身份争取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则以“国家安全”的名
义，在全球暗中从事网络黑客行为。一盾一矛，共同构成了
美国的网络监控战略，其实质就是在国际网络安全体系中
实行双重标准，确立其在网络世界的霸权地位。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凭借其技术优势一直
控制着互联网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有分析指出，美国不
仅垄断着操作系统、手机和计算机芯片、互联网设备、
计算机软硬件等多个领域的技术与资源，更垄断着由网
络衍生而出的思想、观念、数据以及一种新型的尚显模
糊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信息时代拥有着可怕的力量。

据德国 《明镜》 周刊发布的斯诺登解密档案显示，

全面监控仅仅是美国网络战略的开端。通过监控、发现
弱点、暗中渗透直至最终完全操控的整个过程，美国可
以在网络空间中掌握压倒性的战略优势。正如法国 《回
声报》 所评论的：在军事方面走向守势的同时，美国正
在将互联网变成霸权工具。

美应以身作则

《明镜》 周刊将国际网络空间描述为一个无序状态：
“几乎没有任何国际公约或者监管机构对网络攻击进行约
束，优胜劣汰是这里的唯一法则。”这种言论虽稍显极
端，但也折射出当前国际网络安全体系的制度性问题
——公平“游戏”规则的缺失。

然而规则的缺失只是表象，其背后则是“游戏玩
家”的利益博弈。美国是当前国际网络空间的主导性国
家，一直试图独自占据网络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规则产
生秩序，但是混乱的规则产生混乱的秩序。在网络安全
领域奉行双重标准，试图在网络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只
会使网络秩序更趋混乱。一个人既是警察，又是强盗，
将何以保障真正的安全？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不久前的记者会上
所说：“美国作为世界上网络技术最先进、实力最雄厚的
国家，首先应以身作则。”以网络安全之名，行霸权主义
之实，最终只会让全世界吞下苦果。

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的遇刺身亡显然正在众声喧哗中被涂抹上神秘色彩。这与去年马

航班机MH17被击落事件一样，短时间内不会有明确的结果，但却给普京当局带来巨大的压力。

一场谋杀把普京推上风口浪尖
本报记者 杨子岩

《狼图腾》 长达6分钟的冰上狼马之战是不是让你
惊掉了3D眼镜？这部最近大热的中法合拍片真正的男
主角之位恐怕已经被狼王和它的狼崽子们哼哧哼哧地
叼走了。动物演员们或高冷或卖萌的人气表演分分钟
都刷出超主演的存在感。

这次有20年经验的加拿大驯狼师安德鲁·辛普森用
了整整4年的时间驯养了三代最难驯服的蒙古狼，那场
最亮眼的狼马冰上之战第二个镜头是真狼特写，你是
不是也感受到了它的眼神里甚至每一根毛发间迸发出
的愤怒、征服欲和野性？

相对而言，真狼因为难以驯服在电影里出现的机会
比较少，更多出镜的动物演员是更好驯化的狗狗。《后会
无期》的人气狗主演马达加斯加在片中主要的戏份就是
卖萌和搞剧情反转，其贱萌贱萌的表演甚至让人佩服它
掌握了讽刺意味的表演能力。它在戏中可以时而高冷宛
若一哥，时而又融化姨母心，总之就是要满足粉丝对汪
星人的所有幻想！除了演戏，它的主要工作还有在片场
跟各大型男亲亲抱抱，然后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幸福，是
一个兼任推广公关的好演员。

如果说马达加斯加是萌宠一哥，那么影坛另一著
名的狗演员则是催泪暖男——八公。饰演八公的狗演
员命运多舛的戏路主要通过它楚楚可怜的眼神和茫然
颤抖的小身体来表现。它随便刨个土追逐主人的乖巧
样子都能让观众对它身边的性感偶像理查·基尔视而不
见。包括最后给观众泪腺致命一击的对主人长达9年固
执而无果的等待，暖心的表演圆了一个传奇到不真实
的梦，谁能不鼻头一酸，心头一软？

天生的语言障碍却反而使人与动物演员的交流方
式更加简单直接，它们回馈的表演也天然纯粹不做
作，或许这是电影愿意用真实的动物演员拍摄的原因
之一。但更打动人心的是，我们愿意对这些动物演员
们所描绘出的温暖美好有趣味的世界深信不疑。

左图：3月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市长爱德华多·帕
埃斯 （右一） 与两名小女孩一起吹灭蛋糕上的蜡烛。

当日，人们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生日聚
会”，庆祝里约热内卢建城 450周年。参加聚会的人们还分享了一个
长达450米的巨型蛋糕 （上图）。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

3 月 2 日起，韩美大型联合
军演“关键决断”和“秃鹫”在
韩国全境正式启动。分析人士认
为，这两场军演无疑会加剧朝鲜
半岛的紧张局势，而朝鲜在军演
期间会作何反应引人关注。

“关键决断”将进行到 3 月
13日，有8600余名美军和1万多
名韩军参加。澳大利亚、加拿
大、丹麦、法国、英国等五国也
将向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派
遣少数兵力，参加演习。

以野外机动训练为主的“秃
鹫”演习则将进行到 4 月 24 日，
有 3700 余名美军和 20 多万名韩
军参加。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秃鹫”演习一部分的韩美联合
海上机动演习已于2月27日提前
举行。韩海军一位负责人表示，
这是考虑到美方舰艇的访韩行
程，演习提前几天举行。

本次演习，美国将首次派遣
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参加。

“沃斯堡”号将搭载 MH－60 直
升机、无人侦察机和地对地导弹
等武器装备。一位驻韩美军相关
负责人表示，“沃斯堡”号上的
兵力将与韩国海军共同训练，增
强联合防卫力量。本次演习没有
航空母舰参加。

据韩国《中央日报》援引与
演习相关的人士的话称，“与去
年相比，参加此次军演的兵力减
少了 300 至 400 名左右。”报道
称，“沃斯堡”号与韩国舰艇间的通信、物流交换训练
等将被列为此次军演的“重头戏”。

跟以往一样，韩美军方声称联合演习为防御性例行
演习，只是为了加强预防朝鲜“南侵”的战备。韩国国
防部发言人金珉奭在此前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本次“关
键决断”和“秃鹫”演习是去年以来就计划好的，与朝
鲜立场无关，是防御性例行演习。

韩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韩美联合军演一定程度上
会刺激朝鲜，加剧半岛的不稳定因素，紧张局势会升
级。

因此，韩国军方预测，朝鲜可能会像去年那样，在
“关键决断”和“秃鹫”演习期间采取频繁试射短程导
弹和火箭弹的行动。这也意味着朝韩关系和半岛局势可
能要到 5 月才会有所缓和。但韩国也有部分声音认为，
在韩美联合战斗力集聚朝鲜半岛的情况下，朝鲜不会贸
然行动。

为应对演习期间可能来自朝鲜的“挑衅”，韩美日
前向朝鲜通报演习日程后就开始强化联合监视体系，
另外还将增强对朝的监视装备并增加对朝情报分析人
员。

朝中社 2 月 28 日称韩美大型联合军演“充分暴露
了韩美军演的侵略性质”，并称韩美两国通过进行带
来核战争危险的玩火自焚的行为，“不仅让朝韩关系
走向破败局面，也给朝鲜半岛带来难以预测的紧张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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