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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
德曼素以“女权捍卫者”自居，高调支持
反性骚扰运动“我也是”，7日却被曝曾对
4 名有过亲密关系的女子施暴。施奈德
曼 7日晚些时候宣布辞职，但否认那 4名
女子的指认。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说，
将着手调查那些指认是否属实。

4名女子在《纽约客》杂志 7日刊登的
报道中说，她们曾与施奈德曼保持亲密
关系，其间遭后者施暴，包括“扇耳光”和

“掐脖子”。其中两名女子向美联社公开
姓名，分别是米歇尔·曼宁·巴里什和塔
尼娅·塞尔瓦拉特南。按照两人的说法，
巴里什 2013年下半年至 2014年底与施奈
德曼关系亲密，塞尔瓦拉特南是在 2016
年夏季至 2017年。

巴里什说，施奈德曼在开始约会几
周后变得暴力，某天晚上扇了她耳光还
掐她脖子。两人说，暴力行为多发生在
床 上 ，施 奈 德 曼 从 来 没 有 征 得 她 们 同
意。施奈德曼喜欢大量饮酒，随着交往
深入，暴力程度升级。两人挨打后都没
有报警，但声称曾就医并向朋友倾诉自
己的遭遇。

另两名女子没有公开姓名，《纽约
客》报道，记者核实其中一名女子的指
认，看过另一名女子自称遭施奈德曼扇
耳光后受伤的照片。

施奈德曼 7日向《纽约客》、美联社等
媒体发送书面声明，否认那 4名女子对他
的施暴指认。

涉嫌施暴一事曝光后，同为民主党
籍的州长科莫要求施奈德曼辞职。

“鉴于报道列举的事实和证据，我不
相信施奈德曼可以继续担任州总检察长
一职，”科莫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应该辞
职。”科莫发表声明一个多小时后，施奈
德曼宣布将辞职。

“过去几小时里，出现了针对我的严
重指认，我坚决驳斥，”他说，“虽然那些
指认无关我的专业操守或总检察长办公
室运转，仍将着实影响我在这一关键时
期领导各项工作，因此我决定请辞，8 日
下班后离职。”

施奈德曼的竞选对手、共和党人曼
尼·阿利坎德罗 7日说，如果指认属实，施
奈德曼就是“纽约州司法部的耻辱，完全
不适合继续做领导”。

科莫 7日说，将调查施奈德曼施暴指
认。“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纽约
州最高级别司法官员，”他说，“我将要求
合适的纽约地方检察官立即着手调查。”

“施奈德曼赌上整个事业、自我描绘
并充当起公众心目中的‘妇女权益捍卫
者’，”塞尔瓦拉特南告诉美联社记者，

“但私底下，他虐待女性。他应该出局。”
据新华社电

弗拉基米尔·普京 7 日第四次就任俄
罗斯总统，在就职仪式上放弃德国品牌座
车，首次乘坐俄罗斯产轿车，为“俄罗斯制
造”代言。

先前 3 次就职仪式上，普京都乘坐德
国产“奔驰”S－600型轿车，而这次乘坐一
款俄罗斯生产的豪华轿车。

普京新座驾车身颜色为传统的“总统
黑”，采用大型进气格栅和方形前大灯，车
牌两侧闪着蓝色灯光，在摩托车队护卫下
驶向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场地。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这款车由俄
中央汽车和发动机科学研究院与一家俄
罗斯汽车企业 2012年开始联合开发，是同
一平台的系列车型之一。其他车型包括
普通轿车和厢式旅行车。

除供俄罗斯政府官员乘坐，这一系列
车将面向市场，取名“金色俄罗斯”，2018
年 或 2019 年 起 售 ，价 格 从 9.5 万 美 元 至
11.2万美元。

报道说，这是 30多年来首款专供苏联

或俄罗斯国家元首乘坐的俄产车。上世
纪 4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领导人一直乘坐
国产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任总统叶
利钦把座车从国产“吉尔”牌轿车替换为

“奔驰”S系列，普京及德米特里·梅德韦杰
夫出任总统期间，继续采用“大奔”为座
驾。

2012 年第三次当选总统后，普京说，
他希望坐国产车。他去年在年度电视直
播节目“与普京直接连线”中说：“俄罗斯
这样的国家，必须生产供高级领导人乘坐
的 系 列 车 。 我 们 正 在 这 样 做 。 我 希 望
2018年年底前能实现。这一系列车中，不
仅包括供高级官员乘坐的豪华轿车，还包
括运动型多功能车、厢式旅行车、掀背车
等车型，将是崭新的国产车系列。”

这一项目被视为俄罗斯豪华汽车生
产的“复兴”，截至去年已获近 2 亿美元政
府投资。

俄罗斯新闻社援引一名参加就职典
礼宾客的话报道，普京的新座车看似比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座驾“更酷”。“俄
罗斯 24”新闻频道记者自豪地说，这款车

“由俄罗斯专业人员的双手在俄罗斯制
造，用的是俄罗斯零部件”。

不过，它吸收了“国际经验”，保时捷
公司参与了发动机研发。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马德里5月8日电 当地时间 4
月 29日，中国女留学生小张（化名）在社交
媒体上发帖称，自己在西班牙马拉加市地
铁上遭遇数名西班牙青年的种族歧视行
为。据她描述，这几名青年对她说侮辱性
语言，多次动手打她的头，还朝她脸上扔
烟头。

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甚至有这样
质疑的声音：中国人为何总在海外遭受歧
视？

小张在马拉加市地铁上到底有怎样的

遭遇？我们出门在外工作、学习、旅游时
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办？

有理：面对歧视，我们可以说“不”
按照小张的描述，当时她正乘坐从丰

希罗拉到马拉加的地铁，坐在她身后的几
名青年打她的头、嘲笑她、模仿亚洲人的
说话方式，其中一人还朝她扔烟头。

据记者调查，在西班牙的中国留学生
普遍对小张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认为无论
是谁遇到此类情况，在确保个人人身安全
的情况下，一定要勇敢说“不”，和对方据
理力争。

在马德里的中国留学生孟欣的话很有
代表性：“如果被欺负了不站出来，某些素
质不高的人会一直觉得中国人就是忍气
吞声。你越怕，他们越来劲。”

还有留学生认为，遇到歧视行为时坚
决反抗，也会带动周围的人援手。但首先
要确保人身安全，“好汉不吃眼前亏”。

有力：让施暴者知道“欺负中国人，是
要还的”

多名留学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反
抗歧视，不仅要有态度，也要有力度。

此次事件中，小张选择及时报警，同
时在网上发帖寻找目击者、搜集证据。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部得知小张
的遭遇后，第一时间联系西班牙警方，对
事件表示关切，敦促警方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受害者权益，并请警方将案件进展及时
通报使馆。

西班牙多家华文媒体也在跟进事件进
展，从舆论上支持这名女生。

有节：不必凡事贴上“辱华”标签
尽管这一事件令人愤慨，但当地留学

生认为，“歧视中国人”在西班牙并不是普
遍现象，不必将少数人群的个人行为上升
到“辱华”高度。

在马德里的留学生彦舟认为，世界上
哪里的人都是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
留学生安妮告诉记者，自己在西班牙生活
五六年，从未遇到被歧视的情况。

另一方面，这些青年的行为可能并不
专门针对中国人。据统计，2017 年，西班
牙被曝光的校园霸凌事件接近 1500多起，
校园霸凌问题已经引起西班牙社会担忧。

彦舟说：“一些中国留学生不擅交际、
埋头学习。”这种形象一方面易成为霸凌
对象，另一方面被霸凌后中国留学生往往
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样又助长了
施暴者的气焰。

中西两国的交往与合作，多年来一直
稳定扩大和深化。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
之一的西班牙，对中国市场一直寄予厚
望。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 2017年年底，中国在西班牙的留学生
超过 1.3万人。

西班牙民众大多热情奔放，但过于直
来直去的言行方式，免不了和含蓄内敛的
中国文化产生一些碰撞。

但毕竟，用着小米手机、在阿里全球
速卖通上“剁手”，叫一份外卖扬州炒
饭，吃完赶紧去孔子学院上汉语班，也
正在成为西班牙青年接受和欢迎的生活
方式。

新华社安曼5月7日电 第十届“勇士竞赛”国际
特种兵比武当地时间 7日晚在约旦首都安曼近郊的
阿卜杜拉国王特战训练中心落下战幕。中国武警

“雪豹”突击队荣获亚军，另外一支中国参赛队伍河
北省武警总队“天剑”突击队获得总成绩第四名。

本次为期一周的竞赛于 4 月 30 日开赛，共有来
自美国、中国、约旦、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科威特、卡
塔尔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 支代表队参赛。各代
表队在 8个单项上展开角逐，内容涵盖精准射击、越
障射击、特种营救、战术转移等特种兵作战各个领
域。最终，黎巴嫩的“黑豹”突击队荣获冠军，中国武
警“雪豹”突击队荣获亚军，来自美国斯坦尼斯劳斯
县警局的参赛队获得第三名。

此次中国武警代表队共派出两支队伍参赛。除
总成绩排名第二外，“雪豹”突击队还获得包括“猎杀
突围”和压轴项目“国王挑战”在内的两个单项冠军、

“极限营救”项目亚军和“生死逃亡”“洞孔打击”两个
项目的第三名；“天剑”突击队则获得“洞孔打击”项
目冠军以及压轴项目“国王挑战”亚军。

普京就职仪式上首次乘坐俄产轿车

涉嫌施暴女性

纽约州总检察长辞职

国际特种兵比武

中国武警“雪豹”突击队荣获亚军

“中国女生西班牙地铁受辱事件”调查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部敦促当地警方保护受害者权益

5 月 8 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艾夏赫
市，工作人员在火车相撞事故现场工作。

德国东南部巴伐利亚州艾夏赫市火车
站附近 7 日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
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

新华社发

普京新座驾普京新座驾

这是小张拍摄的西班牙青年的照片这是小张拍摄的西班牙青年的照片。。

““雪豹雪豹””突击队在比赛中突击队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