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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对
于近日俄罗斯战斗机以“不安全和非
专业”的方式拦截美国侦察机，美国
将透过外交管道，向俄罗斯提出适当
的抗议。对此，俄罗斯并不买账，继续
维持其一贯的强硬姿态。

毫不示弱的“北极熊”

日前，俄罗斯战机拦截美国侦察
机事件给本就一触即发的美俄紧张
关系又添一把火。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1日称，美国
一架侦察机7日在波罗的海国际空域
执行常规飞行任务时遭遇俄罗斯战
机拦截，俄战机一度距离美侦察机只
有6米。

对此，俄罗斯方面不以为然。俄
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
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称：“应
记住一个事实——俄罗斯是波罗的
海国家，而美国不是。”

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俄罗
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关系直
逼“冰点”。虽然饱受西方制裁之
苦，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又使其国内
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北极熊”始
终没有低头服软，反之频频“大秀
肌肉”。

就在拦截美国侦察机后不到一
周，10日俄罗斯空军又派出最新锐的
苏 35 战机在日本海上空进行实弹演
习，大大刺激日本的神经，也间接向
日本的盟友美国亮剑示威。

此前 3 月，面对北约在波罗的海
和黑海方向举行的军演，俄罗斯更
是毫不示弱，在俄罗斯全境展开军
演，参演人数超过 4.5 万。俄新社
称，这是俄罗斯近年来规模数一数
二的军演。

“战斗民族”的实力与意志

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挤压，俄罗斯
“以硬碰硬”，底气何来？

军事实力是支撑俄罗斯的最强
后盾。俄罗斯《观点报》日前报道指
出，俄罗斯军队在世界最强军队排行
榜上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的军事
实力有所复苏，其战略轰炸机、洲际
导弹等战略武器实力强大，远程投送
战略武器的能力也很强。”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邢广程分析称，虽然俄
罗斯在综合实力方面与西方还有距
离，但是其战略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等

“杀手锏”仍让西方有所忌惮。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此前刊文称，

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力量让其东欧和
中亚邻国相形见绌，庞大的核武库也
与美国不相上下，军队改革让莫斯科
有能力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

同时，俄罗斯国内民众的共识和
凝聚也有力提振了俄罗斯在国际战
场的士气。在此前克里米亚加入俄罗
斯的问题上，俄罗斯国内意见达到高
度的一致。对于一向“横眉冷对”西方
的普京，民众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支
持。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八成的
俄罗斯民众支持普京连任总统。

“俄罗斯民族素来具有不畏强
暴、不服挤压的民族性格，他们崇尚
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越是在困难时
期越能凝聚民心。”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陈玉荣分析称，
支持强势的领导者，采取强势的方式
反制西方打压，也是俄罗斯民族的一
贯秉性与意志。

持续的博弈与对抗

对峙仍将继续。“未来一段时间
内，俄罗斯与西方还将维持这种紧张
关系，双方的军事较量也可能升级。”
陈玉荣称，对于西方在自己周边不断
部署军力、制造紧张氛围、挤压战略
空间等行为，俄罗斯不会放任自流。

邢广程也认为，虽然俄罗斯国内
经济形势仍不乐观，但其在研制开发
高精尖武器、增强军事实力进而维护
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会懈怠。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13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去年俄
罗斯军费开支位列全球军费开支排
行榜第三位，今年其也不会受油价下
滑的影响，仍将继续增加军费。

普京日前也表示，面对当今一些
国家采取越来越具进攻性特点的军
事政策，俄罗斯将持续系统地加强军
队建设，提高国防能力。

“西方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俄罗
斯的战略力量，因此在挤压俄罗斯的
战略空间时会有所顾忌，不能把俄罗
斯逼急了。”邢广程分析认为，基于这
一方面的考虑，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在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双方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博弈与
对抗的态势。

美 国 一
个互联网安全

公司发布的报告
显示，在逾 10 年时

间里，一个似乎由中
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

一直在从记者、异见分子
及外国企业处窃取信息。

这见怪不怪，每隔一段
时间，美国的高官、情报机
构、智库、公司都会想方设法
抛出言论或者报告，努力渲染中
国的网络威胁。

美国并不会傻到把自己打扮成
祥林嫂的样子，总是多部门配合、多
方位展示，其意图就是把中国的网络
攻击做实，把中国塑造成为黑客帝国
的形象。

能从对一个恶意软件的分析得出长
达 10 年网络攻击的结论，很显然，美国的
互联网公司技高一筹。来自中国的“黑客”
尽管能在长时间内不被侦破，但还是未能
逃过美国公司锐利的眼睛，甚至连 FBI都不
用惊动。

刚刚去世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
亚诺曾经讽刺欧洲，因为欧洲把一切文明的
成果据为己有，欧洲是用镜子看世界，除了自
己谁都看不到。欧洲的世纪已去，美国世纪的
霸主也是用镜子照世界的，在网络世界里，只
看到别人，而看不到自己。

全球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在其互
联网安全威胁报告中指出，网络攻击源的数
量美国位居第一，占世界总量的 25%；位于
美国的僵尸控制服务器数量居世界首位，占
33%；“钓鱼网站”有43%位于美国……

美国人雄心勃勃地打造一个覆盖全球
的监控网，任意网罗目标人士。从平民百姓
到高级领导人，从外国政要到自己盟友，从
商界精英到游戏玩家，从外国“敏感人士”
到美国民众自己，谁也难逃此网。

就是这样一个监听、监控技术高超
的超级大国，却还时不时地摆出一副受
互联网威胁的可怜相。

其实质无非是站在网络自由的道
德高地，先发制人，转移国际社会
的注意力，掩饰自己侵犯网络自由
的卑劣用意，维护自己的网络霸
权。

德国的记者正在为斯诺登
拍摄其逃亡的纪录片《f 航站
楼》，这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雇
员不仅亲手撕下了美国脸
上虚伪的面具，还用成功
的逃脱羞辱了美国的情
报部门。也许，美国的
监听还没那么强；
这个世界也总是
存 在 着 反 抗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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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味变浓

当地时间 12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正式宣布参加
总统大选。迄今为止，希拉里坐拥超高人气。在民主党
内，“头羊独大”，希拉里几乎没有对手。与潜在的共和
党竞争对手相比，希拉里也有不小的领先优势。多家最
新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内希拉里的支持度接近60%，在
与杰布的对决中，希拉里也暂时领先至少10个百分点。

反观共和党内，则是“群雄逐鹿”。13日，代表佛罗
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宣布参选，成为共和党
内第3位正式宣布参选的人。在他之前加入选战的是代表
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代表肯德基州的参议
员兰德·保罗。除此之外，最被看好的杰布·布什也已经
开始积极布局。

随着希拉里加入战局，美国大选的硝烟味一下子浓
烈了起来。就在希拉里宣布参选之后，共和党的现有和
潜在参选人就开始群起猛攻。杰布·布什在视频中公开质
疑希拉里的领导能力，将希拉里同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海
外政策联系起来，并称她会采取“失败
的大政府政策”。卢比奥未指名道姓地
说“一位来自昨天的领导人，承诺带领
我们回到昨天”。兰德·保罗则声称“希
拉里代表着华盛顿机器中的最坏部分”。

这只是 2016 年美国大选的序幕。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各方必定唇
枪舌剑。在攻击对手时，丝毫不留情
面。而按照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必
定会成为各方攻击的“靶子”。

中国“牌”满天飞

事实上，在美国大选中，中国从来

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美国政客历来在选举中都爱拿
中国说事儿。批评对手的中国策略，似乎已经成为选举
中政客的“规定动作”。

美国媒体曾经对大选中的中国“牌”做过梳理。报道
称，中国出现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可以追溯到1949年。事实
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再到美国的麦卡锡
主义时期，“谁丢掉了中国？”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中频频
出现的话题。1960年之后到1988年之前的总统电视辩论没
有涉及中国，当时出现频繁的一个名字是苏联。除了这段
时间之外，几乎每次大选都能看到中国被提及。

2008 年，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奥巴马与麦凯恩争相
在对华政策上摆出强硬姿态。比如，一方提出要在WTO指
控中国，一方就敦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且，在奥
巴马与麦凯恩选战的最后阶段，“中国崛起”首次成为总统
辩论主题。这在美国大选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先例。

在过去的两次大选中，中国成为“靶子”的大背景
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经济低迷，而中国经济表现
亮眼。美国民众就业情况不好，各利益集团还不断指责
中国抢走他们的饭碗。为了推脱责任、缓解抱怨，候选

人自然而然地把“大棒”挥向中国。
如今，旧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打破，新的国际

经济政治秩序正在形成，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必将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美国必须正视的局面。而中国重
要性的上升也意味着，在 2016年美国大选中，无论两党
最终确定的候选人是谁，中国必然会再次频频“躺枪”。

噱头只是噱头

拿中国说事儿已经成为美国大选的“传统”。不过，
多年的经验告诉各位“看官”，这不过是口水战。竞选
时，候选人倾向于使用偏激、“暴风骤雨”式的语言攻击
对手、攻击中国。一旦入主白宫，“实用主义”必然回
归。毕竟，国家利益才是最终目标。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竞选中曾高呼中国是
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的小布什，“9·11”恐怖袭击后，
他称中国是“利益相关者”，主张应该继续与中国交往，
鼓励其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克林顿上任
之初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而在 1996年的大选

中，克林顿转而希望同中国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8
年间，美国政府每年都在延续中国的
贸易最惠国待遇。

正如专家指出，不管选战过程中
涉华议题如何发酵，选战过后中美合
作仍然是大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保持中
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亚太乃至世界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无论希拉里和其他参选人在竞选
过程中如何表现对华强硬，一旦当选，
他们必定会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

走着怕累，站着想睡，饭前懒得洗
菜，饭后不想洗碗……这些都是“懒癌星
人”的症状。听起来好像已经没救了，然
而聪明的人们总能想出办法，救“懒癌星
人”于水火之中。

电子设备冲完电后懒得把电源线拔下
来，但是又担心安全隐患，所以“懒癌星
人”常常只能抱怨却又乖乖去做。近日，
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团队设计出了一款智
能插座，解决了他们的烦恼。

这款插座在每个插孔处都有一个开关
按钮，同时，插座面板上还有一个时间显
示屏，可以通过这个知晓此插孔电源接通
的具体时间。而这款插座最大的特点在于
支持手机应用操控，可以远程监测家中电
器用电情况，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应用关闭
电源开关，这样就不用你去亲自动手拔掉
电源线或者按开关按钮了。是不是很方便
呢！

值得一提的是，此款智能插座不仅省
力省事，保证安全，还可以适时地告诉你
如何降低用电量，节省银子的同时节能环
保，真是一举多得。

“懒癌星人”也想养植物，但是一想到
还要定时浇水、细心呵护，或许就望而却
步了。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日前，韩
国的几名小伙伴就研究出一款智能花盆。

这个智能花盆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只
需要将花盆装满水，连接电源并接通网
络，在需要浇水的时候点击相应的手机应
用里的浇水选项，水就会通过花盆内的小

孔徐徐地流入土壤中，让你的植物一次喝
个够。通过手机应用，你还能够看到植物
生长的环境，如温度、土壤情况等，并给
出合理的改善建议。有了它，照料植物都
变得简单起来。

想画画但是不想用手，这在过去一定
是个讨打的想法，但是现在竟然真的有人
做到了。近日，据美国某科技资讯网站报
道，英国一位艺术家可以做到仅用双眼绘
出肖像。要想用双眼绘画，你需要全身心
集中，眼睛盯着屏幕。此外，还需要一个
特别改良的软件作为眼动监测仪。在艺术

家脑中进行绘画创作时，盯着屏幕的双眼
的移动轨迹也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然后
再通过计算机演算规则系统放慢绘画人眼
睛的自然震动，把颤抖的线条变得平滑。
这样一幅画作就完成了。

这些小发明不仅“救”了“懒癌星
人”们，也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富创意和
乐趣。

中国不惧再次“躺枪”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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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希拉里在内的包括希拉里在内的44人已经正式公开宣布参加人已经正式公开宣布参加2016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包括老布什之子包括老布什之子、、小布什小布什
之弟杰布之弟杰布··布什在内的其他人也开始积极布局布什在内的其他人也开始积极布局，，美国大选硝烟味渐浓美国大选硝烟味渐浓。。他们的对华政策将如何他们的对华政策将如何，，成为成为
各方关注焦点各方关注焦点。。

“懒癌星人”的救星
孙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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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孟加拉国民众在首都达卡和全国各地举行新年游行等活动，庆
祝孟历新年。图为在首都达卡，民众在街头庆祝孟历新年。

沙里夫·伊斯兰摄 （新华社发）

孟加拉国庆祝孟历新年孟加拉国庆祝孟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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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中的网络黑客
杨子岩杨子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