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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斋浦尔市女孩克丽莎娜·拉
沃德现年 10岁，不仅能写剧本，还把
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成为世界上年
龄最小的编剧。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报道，拉沃
德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戏《神秘、奇
幻冒险——丢失的钥匙》，讲述小女
孩廷基遇见 4个神秘动物、随它们冒
险去解救遭绑架的仙女的故事。这
部戏长 85分钟，演员有 40名，其中既
包括拉沃德的朋友，也不乏职业演
员。主角廷基由拉沃德本人扮演。
观众需购票观看。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人员在演
出现场坐在观众席观看，认为“这部
戏达到非常专业的水平，舞台布景和
服装精美”，确认拉沃德成为世界上
年龄最小的编剧。

拉沃德在从事戏剧创作的母亲
的帮助下，用 4个月左右的时间把剧
本搬上舞台。小女孩告诉印度媒体，
她 4岁开始读书，8岁开始写故事，最
喜欢的作家是英国《哈利·波特》系
列小说作者 J·K·罗琳和英国作家戴
维·沃廉斯。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莫斯科 6月 2日电 俄罗斯联邦委
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孔
德拉季耶夫 2 日在莫斯科说，尽管沙特阿拉伯
反对卡塔尔购买俄制 S－400远程防空导弹，但
俄向卡塔尔出售该武器的计划不会改变。

沙特国王萨勒曼日前致信法国总统马克龙
说，如果卡塔尔引进俄制 S－400 防空导弹，沙
特将准备对卡采取军事行动。对此，孔德拉季
耶夫 2 日评论说，俄方一直有意向卡塔尔提供
S－400导弹，沙特的反对立场不会改变俄向卡
塔尔出售防空导弹的计划。

俄媒体 2 日援引孔德拉季耶夫的话报道
说，卡塔尔引进 S－400 导弹会让沙特感到紧
张。“美国也就此向沙特施加影响，美方不想失
去中东武器市场，华盛顿会继续围绕军购问题
向沙特施压。”

去年 12 月，卡塔尔驻俄大使法赫德曾表
示，卡塔尔正与俄讨论购进俄制防空武器的可
行性，这些武器包括 S－400 防空导弹和“铠
甲－S1”防空系统。

去年 6月 5日，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以
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
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禁运。

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 2 日
说，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参加定于今年 9
月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朝鲜尚未答复。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国际事

务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贾巴罗夫 1日
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可能
今年秋季在东方经济论坛召开期间会晤。

俄罗斯 2015 年起每年在远东地区举
办东方经济论坛，今年举办地为符拉迪沃
斯托克，时间是 9月 11日至 13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5

月 31日访朝，会晤朝鲜外务相李勇浩。金
正恩在平壤百花园迎宾馆会见拉夫罗夫一
行。拉夫罗夫转交普京的信件，邀请金正
恩赴俄访问。 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北部地区连日遭遇热浪袭击，
首都新德里 2 日最高气温 40 摄氏度，部
分地区气温逼近 50 摄氏度。印度地方
政府出台免费送水、屋顶刷反光涂料等
一系列低成本应对举措，大幅减少遭热
浪夺命人数。

夺命热浪
印度北部近期气温持续走高，首都

新德里 5 月 27 日最高气温一度达 47 摄
氏度。热浪来袭，往日繁忙的街道行人
稀少。

气象部门今年早些时候警告，与往
年相比，印度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今
年夏季将更加酷热难耐。

酷热天气每年夺走不少印度人的生
命。英国《卫报》报道，据估算，1992 年
以来，大约 2.5 万名印度人死于热浪。
2010 年 5 月，位于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
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遭热浪袭击，超过
1100人死亡。

过去两年间，遭热浪夺命人数大幅
减少。印度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40 名印度人 2015 年死于酷热天气，
2016 年死亡人数减少大约一半，2017 年
进一步减少至 200多人。

一些公共健康专家说，热浪致死人
数大幅减少，一方面得益于公共宣传力
度加大，另一方面缘于地方政府采取一
系列简单而低成本的举措。

政府出招
艾哈迈达巴德热浪夺命事件发生

后，当地政府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出
台一系列高温天气应对举措。

世界卫生组织前官员、公共健康专
家帕塔萨拉蒂·甘古利说：“首要任务是
让民众明白热浪会夺命。印度大部分地
区处于热带，人们习惯酷热天气，认为
这是自然现象。他们会说，天气热有什
么奇怪的？”

艾哈迈达巴德市政府要求贫民区房
屋屋顶刷白色反光涂料，可使屋内气温
最多降低 5 摄氏度。高温天气来临时，
政府要求学校停课，多家基金会在人员
密集区域免费发放饮用水。

美国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成员安贾
利·贾伊斯瓦尔是艾哈迈达巴德市政府
咨询的顾问之一。他说：“暑热天气时，
医生无法休假。他们关注气温变动，确
保医院有充足的医护人员。”

艾哈迈达巴德市政府应对热浪的举
措得到 10多座印度城市效仿，包括首都
新德里。

印度国家赈灾部门希望把热浪致死
人数减少至零。根据政府部门发布的数
据，今年已有 11人死于酷热天气。随着
本月底雨季来临，民众有望获得一丝清
凉。

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媒体爆料，随着卡塔尔与俄罗斯走近，
沙特阿拉伯有所打算。沙特方面在写给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信件中说，如果卡
塔尔从俄罗斯购进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沙
特不排除对卡塔尔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法国《世界报》1 日援引所获消息报道，沙
特国王萨勒曼致信马克龙，称沙特对卡塔尔与
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统军购磋商“深感担
忧”。如果卡塔尔购入这一系统，可能导致地
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报道说，萨勒曼希望法国介入，阻止卡塔
尔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以帮助维护地区稳定。

按照《世界报》的说法，如果卡塔尔实现军
购，沙特“将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消除这一防御
系统，包括军事行动”。

S－400 系统在 S－300 系统的基础上改进
而成，是俄制第四代最新型防空导弹系统，
2007年列装俄军，用以摧毁各种先进空天攻击
武器。每套系统可同时制导 72枚导弹，打击 36
个目标，射程范围达 400公里，被认为是俄军迄
今为止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卡塔尔驻俄罗斯大使法赫德·本·穆罕默
德·阿提亚今年 1月宣布，卡塔尔正与俄方磋商
购买 S－400，“磋商已进入最后阶段。”

就《世界报》这一报道，法国总统办公室和
外交部没有回应。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 6月 3 日电 一年一度
“与普京直接连线”电视直播节目定于
本月 7 日播出。直播组织方 2 日说，接
线中心接到 394964 个向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提问的来电。另外，俄罗斯民
众以文本留言、视频消息和多媒体文件
等方式提问，内容涉及民生、施政等方
方面面。

“直接连线”电视节目始于 2001年，
普京以“直接连线”形式回答民众关心
的问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组
织方消息报道，除了热线电话，组织方
收到 164229 个向普京提问的文本留言，
其中 61100 个是网站留言，14765 个经由
应用软件发送。

俄罗斯民众还制作了 5400 段提问
视频和 14680 个多媒体文件，期待能够
与普京“直接连线”。从网站留言看，民
众关心的问题包括天然气价格、退休金
改革和普京作为总统的任期 2024 年结

束后俄罗斯发展方向。
制作这档节目的“俄罗斯 24”新闻

频道报道，民众所提问题将归入多个大
类，包括经济、体育、旅游、商业、农业、
制裁和地区问题。鉴于俄罗斯定于今年
6 月 14 日至 7 月 15 日举办第 21 届世界
杯足球赛，今年“直接连线”会有“世界
杯”分类提问。

2017 年“直接连线”节目 6 月 15 日
播出，时长大约 4个小时，其间普京回答
超过 70个问题。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告诉媒体记者，今年连线
直播会引入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和形式，
但内容不会有实质性变化。

“直接连线”除了正儿八经的问题和
回答，不时出现锦言妙语。比如，2014
年“直接连线”节目中，普京接受一名 6
岁女孩提问：“如果你掉到水里，（时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救你吗？”普京回

答，他不希望溺水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
在自己身上，但料想奥巴马“会救我”。
几天后，奥马巴作出答复：“如果普京溺
水，我绝对会救他。任何人溺水我都会
施救。”

普京与金正恩或今秋会晤

“普京连线”直播在即 提问火爆提问火爆

印度10岁女孩
成世界最年轻编剧

印度部分地区气温逼近50摄氏度

俄称向卡塔尔
出售导弹计划不变

6 月 2 日，在科特迪瓦布瓦凯，一
名儿童从取水点取水归来。

因天气干旱，布瓦凯地区的供
水水库已干涸数周，导致当地缺水
严重。

新华社发

6 月 2 日，在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境内的一
条公路上，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工作。

墨西哥中部 2 日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造成至少10人死亡、10人受伤。

新华社发

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截图显示，6 月 1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比奇，一架赛
斯纳172 型飞机准备在公路上紧急降落。

新华社发

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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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威胁对卡动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