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佛罗里达州1岁男婴遭枪杀

6月1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一家超市外，人们站在纪念枪击
案遇难者的物品旁。

1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一家超市，一名1岁男婴和他69岁的
祖母遭枪杀，枪手随后自尽。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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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稳定性和执政效率有待观察

当地舆论认为，短期来看，以色列的中东政
策并不会因内塔尼亚胡的下台及政府轮换而受
到影响。《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等多家以色
列媒体认为，即便是联合阿拉伯党，其优先议程
也是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公民的福利和社区建设
等，而非推动巴以问题解决。

关于伊朗核问题，舆论认为，这一问题事关以
色列的安全和既得利益，以色列过去几届政府的
政策将得到继承。贝内特13日也在议会表示，在
伊核问题上，以色列将“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

分析人士指出，新政府因各党派间意识形
态及社会政策取向差异较大，相比外部事务或
将更关注国内问题。魏茨曼认为，新政府会将
其精力放在“各方可以达成一致且可以促进以
色列社会发展的事务上”，使当下纷争不断、严
重撕裂的以色列“得到愈合”。

舆论还认为，拉皮德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
是基于推动内塔尼亚胡下台的共同诉求，包含
了右翼、左翼和中间派别，这一“脆弱联盟”的稳
定性和执政效率有待进一步观察。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6 月 13 日电 记者
尚昊 吕迎旭）

以色列议会13日通过由“拥有未来”党
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提出的新一届政府组
建方案，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利·贝
内特随后出任总理。新政府的建立结束了
以色列“政坛常青树”、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
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

当地舆论认为，失去总理职位后，面临
涉嫌贪腐诉讼的内塔尼亚胡为避免牢狱之
灾或展开政治反击，加上执政联盟各党派意
识形态及社会政策取向差异较大，新政府能
否稳定运行尚需观察。

“变革的政府”

当地时间13日晚，以色列新政府组建方案以
60票赞成、59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议会通过。
由此，以色列在经历3月23日该国两年内的第四次
议会选举和此后的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后，得以避
免议会再度解散并举行第五次大选的政治危机。

新一届政府包括“拥有未来”党、统一右翼
联盟、蓝白党、联合阿拉伯党等8个政党。根据
新政府组建方案，总理一职贝内特担任，拉皮德
任候补总理兼外交部长，两人将在约两年后轮
换总理职位。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代
德·埃兰表示，新政府是“变革的政府”。首先，
它打破了多年来由利库德集团主导政府的局
面；其次，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首个有阿拉伯政党
参加的政府；第三，新政府中不包括宗教政党，
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内塔尼亚胡的命运扑朔迷离

舆论认为，此次8个政党联合组成新政府的
主要目的，是阻止因涉嫌贪腐而受到审判的内塔
尼亚胡继续执政。最近几年，涉贪腐案一直是笼
罩在内塔尼亚胡头顶的“乌云”，案件目前已进入
集中审理的关键阶段。失去总理职位的内塔尼亚
胡将无法推动议会修改法律使其在审判中获得豁
免权等特殊保护，他一旦被定罪将面临牢狱之灾。

不过，支持新政府的党派在议会仅占微弱
优势，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仍是议会
第一大党。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可能针
对新政府进行强力反击，阻止权力交接，或者作
为反对党领导人，利用新政府各党派间的分歧
对其分化瓦解。内塔尼亚胡13日在议会表示，
他将挺身而出，推翻“危险的左翼政府”，重新领
导国家，“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拉维·海赫特认为，只要
内塔尼亚胡的审判还在继续，他就不会放弃夺
回总理职位的努力。考虑到他拥有一大批坚定
的支持者，不排除类似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在以
色列发生的可能。

以色列议会 13
日批准新一届政府组
建方案，统一右翼联
盟领导人纳夫塔利·
贝内特当晚宣誓就任
总理。右翼政党利库
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
亚胡连续 12年的总
理生涯宣告结束。

贝内特曾被称为
内塔尼亚胡的“密友”
和“门徒”，最终却成
了他长期执政的“终
结者”。尽管贝内特
登上了以色列总理宝
座，但他的政府也存
在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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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极右对巴强硬

贝内特的政治立场被认为比内塔
尼亚胡还“右”，趋于极右。他从政后
一直主张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并
反对“两国方案”。

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贝内特曾签
发政令，禁止学校负责人与谴责过以
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的机构接
触。他还下令修改学校课程安排，增
加在约旦河西岸名胜古迹的校外教学
活动。2020年，贝内特曾要求推进约
旦河西岸土地吞并和定居点建设。

分析人士指出，贝内特出任总理
或将使本已复杂的巴以问题笼罩更多
阴霾。有媒体称，贝内特所属的极右
翼势力抬头，无疑是对巴以和谈和巴
勒斯坦独立建国期许的“一记重击”。

根据新政府组建方案，负责此次
组阁的拉皮德担任候补总理兼外交部
长，贝内特应在约两年后把总理职位
交给他。拉皮德支持“两国方案”，并
希望减少宗教对以色列的影响。尽管
贝内特最近在巴以问题上的表态有所
软化，但鉴于两人原有立场存在较大
差距，双方能否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一
致尚待观察。

舆论认为，由于新政府组成复杂，
各党派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上差
异较大，贝内特掌权后的一个重
要任务将是如何避免这些差异
导致新政府分崩离析。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13
日电 记者王卓伦 尚昊）

“密友”变身“终结者”

不过，内塔尼亚胡与贝内特亦师
亦友的关系未能保持下去。在过去十
几年里，双方因政见不同渐行渐远，直
至此次贝内特成为内塔尼亚胡总理生
涯的“终结者”。

媒体认为，两人关系不睦早有端
倪。2009年，贝内特不满内塔尼亚胡
放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两人曾产生
激烈冲突。2012年，贝内特脱离利库
德集团，加入极右翼政党犹太人家园
党并当选党主席。在2013年大选中，
犹太人家园党获得议会120个议席中
的12席，成功进入联合政府，这也让贝
内特成为媒体眼中的政坛新星。

尽管有分歧，贝内特仍获得内塔
尼亚胡信任。2013 年以后，贝内特
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多届联合政府
中担任经济部长、教育部长、国防部
长等职。

2018年12月，贝内特成立新右翼
党，该党后与犹太人家园党合并为统
一右翼联盟。在今年3月的议会选举
中，统一右翼联盟获得7个议席。由于
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
和由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等组成
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均未获得足以单
独组阁的议席数，统一右翼联盟的立
场变得至关重要，以色列媒体称之为

“造王者”。
贝内特曾表示不会加入反内塔尼

亚胡阵营，但最终却“反水”，甚至公开
称中左翼领袖拉皮德为“自己的朋
友”。曾经的“导师”内塔尼亚胡谴责
贝内特为了当权“不择手段”。不过，
贝内特的支持者认为，他并非见风使
舵，而是为了避免让国家再次陷入选
举动荡。

创业成功跻身政界

贝内特1972年出生在以色列海
法，父母是1967年移民至以色列的美
国犹太人。贝内特幼年时期跟随从事
房地产生意的父亲，在旧金山、蒙特利
尔等多个北美城市生活，10岁重返以
色列。1990年，贝内特入伍，担任以色
列国防军突击队员，6年后退役。此
后，他曾作为预备役成员多次参加以
军军事行动，至今保留少校军衔。退
伍后，贝内特前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
学深造，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99年，27岁的贝内特与几个朋
友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研发防止网
络欺诈信息的安全软件等。他本人担
任公司首席执行官。2005年，这家公
司被以1.4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家
美国老牌网络安全公司。以色列媒体
说，这笔交易让贝内特“跻身亿万富豪
俱乐部”。

进入21世纪后，贝内特逐步开始
从企业家向政坛新秀的转型。他进
入政界之初曾与内塔尼亚胡保持良
好关系，媒体称其为内塔尼亚胡的

“密友”与“门徒”。2006年，贝内特
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反对派中担任
幕僚长，2007 年主持利库德集团选
举相关事务。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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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英国法尔茅斯6月13
日电（记者张代蕾 许凤）为期三天
的七国集团(G7)峰会13日在英国西
南部康沃尔郡闭幕。尽管七国集团
会后在新冠疫苗捐赠、经济复苏等领
域做出承诺，但一些国际政要和机构
指出，七国集团的承诺姗姗来迟，且
远远不够。

七国集团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
报中说，将在明年年底前为全球提供
10亿剂新冠疫苗，以推动尽快结束

新冠疫情大流行；将合作加强全球卫
生应急体系，致力于把科学研发新疫
苗的周期缩短至100天。

针对七国集团的疫苗承诺，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这虽然是值
得欢迎的正确决定，但西方国家在全
球抗疫领域做出的努力“远远不够”。

英国前首相布朗表示，七国集团
的疫苗承诺姗姗来迟，且力度不够，
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他们没能通
过（抗疫）第一阶段的考验。”

G7峰会闭幕 疫苗捐赠承诺姗姗来迟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13日在
英国康沃尔郡出席七国集团领导人
峰会后说，美国不想与俄罗斯发生
冲突，只是想纠正俄方一些“不符合
国际准则的”做法。

拜登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
幕后告诉记者：“我们不想发生冲
突，我们寻求解决那些我们认为不
符合国际准则的行为。”

拜登说，处理这一问题的“最佳
方法”是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会面并讨论，他将“非常坦率
地”向普京表达自己的关切。

拜登与普京定于16日在瑞士日
内瓦会晤。这将是拜登1月就任总
统后首次与普京面对面会晤。与普
京会晤前，拜登还将赴比利时布鲁
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
峰会。

拜登13日说，美俄关系处于低
谷，而两国关系走向取决于俄方如
何遵守国际准则。

继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认同普
京是“杀手”的说法后，拜登13日再
称普京是“独裁者”，“一意孤行”。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拜登称美无意与俄冲突
将“非常坦率”向普京表达关切

烹饪、打游戏、听音乐……为缓
解疫情带来的压力，每个人有自己
的方法。美国芝加哥男子丹·奥康
纳选择每天跳入密歇根湖，寒冬也
不例外。包括媒体记者在内的很多
人12日来到密歇根湖湖畔目睹奥康
纳完成有纪念意义的第365跳。

奥康纳现年53岁，是芝加哥一
名公交车司机，有三个孩子。美联

社13日援引他的话报道，去年6月
的一个星期六，他为缓解疫情压力，
从芝加哥北区蒙特罗斯港跳入密歇
根湖。从那之后，他坚持每天跳入湖
中。即便冬季湖面结冰，他也要在冰
面上凿出一个洞跳入湖中。

奥康纳还把自己跳湖的视频分
享到社交媒体，得到众多网友关注
和支持。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疫情期间减压

美国一男子连续365天“跳湖”

新西兰一家在线拍卖网站13日
拍出一棵绿色观叶植物，成交价为
2.71万新西兰元（约合12.4万元人
民币）。

依照卖家提供给在线拍卖网站
Trade Me的介绍，这是一棵“非常
罕见的”杂色姬龟背，种在一个直径
14厘米的花盆里，8片叶子已经长
成，第9片叶子快要展开。

拍卖网站Trade Me发言人米

莉·西尔韦斯特告诉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共有248人竞拍这棵绿植，
这是该网站成交的“最昂贵家居植
物”，“最后几分钟竞拍激烈……显
示出新西兰人多么喜爱家居植物”。

西尔韦斯特说，Trade Me网站
2019年5月室内植物平均成交价为
34新西兰元（155元人民币），今年5
月激增至82新西兰元（374元人民
币）。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新西兰一棵绿植拍出逾12万元人民币

为推动新冠疫苗接种，俄罗斯
首都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
宁13日宣布，莫斯科将面向疫苗接
种者举办抽奖活动，每周抽取5名中
奖者，奖励每人一辆小汽车。

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写道：“我
们已经有面向60岁以上已接种疫苗
莫斯科居民的奖励项目，现在额外
增加一项面对所有18岁以上疫苗接

种者的激励措施。”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依照

这项激励措施，凡是6月14日至7
月11日期间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的18岁以上莫斯科居民，将自动参
加抽奖活动，奖品为一辆市价约
100万卢布（约合8.9万元人民币）
的汽车。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莫斯科抽奖促接种 奖品是汽车

⬆⬇人们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庆祝议会投票通过新一届政府组
建方案。 新华社/法新

6月14日，人们在泰国曼谷的一个贫民区排队领取由米其林餐厅厨师制
作的餐食。

泰国曼谷几家米其林餐厅为贫民区民众准备餐食，缓解其疫情期间食物
供应紧张状况。 新华社/法新

泰国米其林餐厅疫情期间服务贫民社区

◀内塔尼亚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