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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打破沉
默，就苏格兰独立公投表态：三思而
行。

伊丽莎白二世和其他王室成员14
日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堡度假时参加礼
拜活动，走出教堂后与等候在外的民
众交谈。英国媒体报道，围观人群开
玩笑地说，他们不会提及定于18日举
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伊丽莎白二世
随后说道：“我希望大家非常慎重地考
虑一下未来。”

白金汉宫9日曾说，女王超脱政
治，不会就苏格兰独立公投发表讲
话。就她14日的言论，白金汉宫继续
表示，女王仍保持政治中立。但是英
国媒体认为她实际上在暗示，希望苏
格兰留在英国。

陪伴伊丽莎白二世做礼拜的王室
成员包括王储查尔斯王子、王位第二
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及其妻子凯特王
妃。英国《每日邮报》援引一些王室观
察家的话报道，这次带有高度象征意
义的露面，也许是伊丽莎白二世在独
立公投前一次精心安排，两名王室继
承人的出现“出人意料”。

报道说，女王把这类礼拜活动视
为私人活动，通常完毕后直接离开，但
是这次她停下来与民众交谈，“很不寻
常”。王室随从则特意邀请媒体摄影
师拍下这一幕。一名摄影师说，这种
情况“为数不多”。按照《每日电讯报》
的分析，王室随扈特意把媒体记者从
大约200米外邀请至近前，是为了让
他们听见女王与围观者的交谈内容。

英国广播公司王室新闻记者彼
得·亨特说，作为英国国家元首，伊丽
莎白二世的这句话并非“脱口而出”，
而是“反映了她和很多人多么严肃地
看待周四（18日）公投的意义”。

伊丽莎白二世很少发表政治言
论。1977年她加冕25周年之时，面对
苏格兰和威尔士就获得更大自主权而
举行公投，她发表讲话以维护英国统一。

《每日邮报》说，威廉王子的弟弟
哈里王子上周的言论也被视为希望
苏格兰留在英国。在于伦敦举行的
国际伤残军人运动会结束时，哈里王
子希望运动会明年继续在英国举行，
可能的地点之一为苏格兰主要城市
格拉斯哥。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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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进修的陕西人刘杰正
在苏格兰旅行，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
苏格兰的见闻，还帮助采访了多人对公
投的看法。

苏格兰民众：
因公投意见不合
在餐馆吵起来

苏格兰各地的公投气氛很浓厚，各
种宣传活动很活跃。刘杰描述说：“苏
格兰街头到处是YES&NO的图标和
蓝白条旗。YES代表支持独立，而NO
代表不支持独立。走在街头，常收到散
发的印有Yes字样的粘纸、小旗和支持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宣传资料，他们告诉
我，‘苏格兰的未来在苏格兰自己手
上！’总体感觉，Yes的图标比较多。当
地媒体报道，有人曾拿着刀专门去砍
NO标牌。有些支持苏格兰留下的人
家中的电话线被切断，房子遭到破坏，
一名工党议员因公开表示选NO还被
扔了鸡蛋。”

刘杰说：“在爱丁堡，我走进一家餐
馆，隔壁桌的两个人正激动地讨论对公
投的看法，越聊越激动，最后真的吵起
来。我大概听了下，一个人说苏格兰的
事情必须要苏格兰自己决定，不能再寄
人篱下，另外一个则表示独立后什么都

不明确，去看望在伦敦工作的女儿都要
出国，自找麻烦。最后说不到一块，一
个人一拍桌子走了。”

苏格兰商人：
“英国的政策太死板

拖累了我们！”

22岁的大学生索菲亚表示：“我们
不需要英格兰的管理，苏格兰应该有自
己的税收政策和政府。独立后，我希望
考公务员，新政府的运行需要大量的公
务员，这也会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若
是不独立，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被
迫背井离乡去苏格兰以外的地方找工
作。”

不愿透露姓名的苏格兰商铺老板
也是YES派。他说：“英国的政策太死
板，拖累了我们。英格兰有5500多万
人，因此签证比较难申请，而苏格兰只
有500多万人，如果独立则签证政策会
宽松很多，我也希望以后能加入申根
区，促进旅游。”

在接受采访的一对商铺老板夫妇
中，妻子卡拉选择YES，她说：“英国收
税太高，苏格兰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事
情，去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我们会
有自己的税收政策。”但她丈夫却表示：

“独立以后有太多未知的因素，怕影响

商铺的生意。我比较担心苏格兰的经
济未来，如果经济不好绝对会影响我们
的生意。苏格兰就这么大个地方，去伦
敦探访朋友都要出趟国。”不过，这对夫
妇决定立场独立，不会相互影响，自己
怎么认为就怎么投。不过苏格兰少女
卡西就没这么好运了，她因支持独立，
火爆的父亲扬言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
称以后不会再与女儿说话。

爱尔兰工程师：
“石油总会有
开采完的一天！”

以苏格兰民族党为首的独立派表
示，苏格兰脱离英国的话会成为一个富
裕的国家。因为90%的英国石油产出
来自苏格兰，凭借自身巨大的北海石油
资源，苏格兰将成为富庶的北海小国。

43岁的爱尔兰工程师肖恩认为，
石油总有开采完的一天。他说：“石油
会让苏格兰成为富有的地方，我不否认
这点。但北海石油已经开采数十年，残
余的油藏都位于偏远地带，新闻上说石
油蕴藏量只有100多亿桶，这意味着苏
格兰独立后15年内就会耗尽油藏。到
时，苏格兰靠什么发展经济？现在，英
格兰每年要补贴苏格兰，独立后会怎样
谁都不知道，谁也说不清楚。我选择

NO，我希望稳定的生活，独立派政府对
独立后有太多不明确的地方。”

66岁的退休工人洛根也决定投
NO。他说：“在我心中，苏格兰一直是
个独立的国家，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
苏格兰，独不独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
年纪大了，若真独立了还是有很多担
忧。如果真独立了，英镑还能不能用？
存在银行里的钱会不会贬值？我的养
老金有没有影响？”

英格兰民众：
“要独立就由它去吧！”

面对苏格兰的独立与否，英格兰民
众怎么看？据刘杰了解，英格兰的普通
民众不像政客那样关注这事儿，一是他
们不会参与到投票中，二是觉得这个问
题政治因素比较大。英格兰民众乔斯
说：“英国政府已经很照顾苏格兰了，虽
然税收高但是反补的更高，苏格兰的社
会福利要优于英格兰，苏格兰学生可以
低学费入学甚至享受免学费的待遇。
这也意味着英格兰的纳税人在补贴苏
格兰人，所以它要独立就由他去吧。不
过，若独立不成，英国将不得不给予苏
格兰更大自主权和更多优惠政策安抚
他们，最终还是英格兰人将为此买单。”

（华商报）

9月14日，一
架小型飞机在阿
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郊区诺
尔德尔塔别墅区
坠毁，引发房屋起
火。

当日，一架载
有两人的小型飞
机在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
郊区坠毁，机上两
人全部遇难。

新华社/法新

阿根廷阿根廷：：小飞机坠毁小飞机坠毁 大房屋遭殃大房屋遭殃

美国标准普尔公司15日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还“拖累”一些州的
政府，导致财政收入减少。

报告说，如今富裕人群收入增加的
节奏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令大多数居
民收入“缩水”的节奏。富人经常会为
大部分收入避税，少缴个人所得税，而
他们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往往低于普
通人，间接减少政府的营业税收入。这
一趋势引发的结果是，富人更富，穷人
更穷，收入差距更大，州政府收入减少。

伴随税收减少，州政府面临着以增
税还是以削减开支来平衡预算的严峻
考验。标普分析师加布里埃尔·佩泰克
说，贫富差距的加剧令决策者“面临一

系列挑战”。
同时，多数普通人收入增长缓慢这

一现实进一步加大了州政府筹资以投
入教育、公路和社会项目时的压力。

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致使美国经
济复苏步伐放缓，因为消费性支出是拉
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收入增
长缓慢通常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

官方数据显示，考虑通货膨胀因
素，美国中等收入家庭2012年平均收
入51017美元，低于2007年经济衰退
前水平，仅比1979年增加数千美元。
然而，最富裕的1％人口2012年平均
收入126万美元，比1979年的46.6302
万美元翻了一倍多。

韩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美国贫富差距
“拖累”地方政府

韩国军方15日说，当天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
海上分界线附近发现一架小型无人机残骸，疑似
来自朝鲜。

渔民捞出残骸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说，15日下午2时20
分左右，一名渔民在白翎岛以西约6公里处的海
域作业时打捞出这个残骸。韩国军方认为，这架
无人机可能来自朝鲜，原因是它外观与今年3月
在韩国境内发现的朝鲜无人机类似。

联合参谋本部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
韩联社记者，这架无人机残骸长约1米，宽约80
厘米，两侧机翼折损，“类似内部发动机或摄像机
在内的所有装备已经丢失，仅剩下空机身”。

这名官员提及，机身外壳上有多处刮痕，残骸
可能长时间在海上漂流，“现阶段，难以确定这个
残骸何时在何处坠落（水中）”。

韩国军方打算把无人机残骸转移到韩国国防
科学研究所并进行分析，以查明它坠落的时间和
地点等。

韩估朝有300架无人机

韩联社评述，如果这个残骸被证实是一架朝
鲜无人机的一部分，韩国军方可能会因对防空区
域疏于监控而遭批评。

韩国国防部估计，朝鲜拥有约300架无人
机。韩国军方先前誓言，将加强空中安全，以防朝
鲜无人机“侵入”。

今年3月24日、3月31日和4月6日，韩国军
方宣布，分别在朝韩陆上边境“三八线”附近坡州
市、西部海域白翎岛、东部沿海三陟市一座荒山发
现无人机。韩国和美国专家对这3架无人机上的
回归坐标进行分析后发现，它们均来自朝鲜。

不过，朝鲜拒绝这一说法。
就韩方15日的说法，朝鲜方面没有立即作回

应。 李良勇（新华社供本报特）

韩称再次发现
朝鲜无人机

9月15日，在法国尼斯国际机场，乘客在法航值机柜台旁等待办理手续。
法航飞行员于9月15日起举行为期一周的罢工，以抗议公司削减开支、发展

廉价航空的计划。法航在官网说大约有48%的航班可以在15日起飞，不过不排
除还有最后变动的可能。 新华社/路透

法航飞行员大罢工
抗议削减开支、发展廉价航空

苏格兰独立公投
老太也疯狂

一名老妇女在英国苏格兰首府
爱丁堡参加反对苏格兰独立大游行。

由“在一起更好”组织的最近一
次电话调查表明，排除尚未决定如何
投票的人，反独阵营的支持率比独立
阵营的支持率高8个百分点，分别为
54％和46％。

对于是否会在公投当天投票，
1004名受访者中的93％给出肯定回
答。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微特稿】中国大陆游客在韩国的信用
卡消费额持续增加，今年上半年总金额首次超过
外国人在韩刷卡额的一半。新韩信用卡公司与韩
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下辖韩国文化信息中心14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游客刷卡
额为2.55万亿韩元（约合150亿元人民币），占
52.8％，同比增加4.7个百分点，以压倒性优势蝉
联第一，是排名第二、第三的日本和美国游客加起
来的两倍多。而2012年前一直占据第一的日本
游客刷卡额大幅减少。外国人在韩刷卡主要用于
购物，其次为住宿和餐饮，此外，医疗旅游刷卡额
大幅增加，中国游客同样高居第一。 （胡若愚）

中国游客在韩刷卡猛

9月15日，在日本东京，老人坐在一座寺庙
内休息。

9月15日是日本的“敬老日”。日本总务省
当天估计，目前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上年
同期增加了111万，达到了创纪录的3290万，占
日本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0.9个百分点，达到
25.9%，每4个人中就有1人超过了65岁。

新华社/法新

日本65岁以上老人
占总人口四分之一

【新华社微特稿】英国巴克莱财富调查显示，
全球富人中，大约15％考虑在今后5年中移民。
巴克莱财富英国核心客户和家庭部负责人克里斯
蒂安·贝尔赫姆说，“业务下一步拓展到哪，他们就
去哪”。尽管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新兴
经济体，但仍对亚洲新富具有吸引力，是他们移民
首选目的地。北美人和欧洲人中，分别6％和
12％考虑移民亚洲。 （卜晓明）

欧美对亚洲新富
仍具吸引力

【新华社微特稿】现代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
机，在家里如果难以收发信息简直令人抓狂。英
国一项针对2000多人的调查显示，手机信号差已
经超过安全感和购物便利性，成为英国人搬家的
主要原因之一。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考虑换房的
主要原因是房子太小、花园太小、难以维护、离家
人太远、社区环境差、浴室太小、邻居令人生厌、靠
近繁忙马路、没有停车位、公共交通不便利，紧接
着就是手机信号差。 （黄敏）

手机信号差
英国人想搬家

女儿：支持独立
父亲：断绝关系

关注

苏格兰公投

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2009年拍
摄的科幻大片《阿凡达》以华丽的视觉
冲击震撼全球观众。人们尤其忘不了，
潘多拉星球上的蓝色纳威人骑着类似
翼龙的独特大鸟“伊卡兰”，在天空中自
由翱翔。

令美国人目瞪口呆的是，一项最新
考古发现显示，1.2亿年前真的存在一
种酷似“伊卡兰”的飞翼类肉食动物。
不过，它不在潘多拉星球，而是在中国
辽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汪筱林的考古团队在中
国辽西地区距今约1.2亿年前的热河生

物群中发现两件化石标本，因其酷似
《阿凡达》中的虚构生物，把它命名为
“阿凡达伊卡兰翼龙”。

阿凡达伊卡兰翼龙的下颚上长着
一块与众不同的刀片式构造，跟《阿凡
达》中的伊卡兰简直一模一样。

这一发现迅速引起了全球民众和
学术界的“围观”，美国、英国、法国、印
度等国媒体纷纷报道此事。

不少人还忍俊不禁地问道，奇特大
鸟有了，那驾驭大鸟的蓝色纳威人呢？
对此，汪筱林认为，恐怕没有人或生物
能够真把阿凡达伊卡兰翼龙当成坐骑。

巴西国家博物馆古生物学家亚历

山大·克尔纳开玩笑说，“拜托！白垩纪
可没有蓝色的原始人类”，像影片《阿凡
达》中那样骑着大鸟遨游天际。

据克尔纳介绍，阿凡达伊卡兰翼龙
的翼展约2.5米。

研究推测，在白垩纪时代，阿凡达
伊卡兰翼龙栖息于植被繁茂的温暖地
带，与多种恐龙、鸟类、哺乳动物、蛙
类和乌龟并存。阿凡达伊卡兰翼龙可
能贴着湖面低空飞行，下颌部分或全
部切入水中，一边飞行一边捕鱼，然后
把连续捕获的小鱼储存在类似鹈鹕的
喉囊中。

杨舒怡（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考古惊现“阿凡达”
全球围观皆称奇

英女王发声挽留苏格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