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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由于募兵数量不
足，美国陆军拟放宽入伍条件。而按照陆
军以往的规定，身体健康，没有过吸毒以
及精神疾病史的青年才符合入伍标准。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美国陆军今年
8 月份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规定，允许有过
吸毒、自残、酗酒、躁郁症、抑郁症历史的
人申请特殊许可入伍。

陆军发言人兰迪·泰勒中校表示，允
许有精神病史的人进入陆军，是因为现在
更加完善的病历体系让军方可以更好地
监控每一名士兵的健康状况。

不过，陆军拒绝透露实施新政之后发
放了多少特殊许可。

这一消息一经曝出，美国舆论一片哗
然，不少卫生专家表示陆军这种做法具有
极高风险。一些国会议员也对此表示震
惊，要求陆军立即停止这一政策。

退役军医埃尔茜·里奇表示，那些曾
有精神病史的人病状复发率高于常人，因
此应将这类病史看作一个警示。里奇说，
如果军队中发生自残行为，会对其他士兵

造成很大影响。
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出版物，躁郁症

患者可以通过服药控制病情，但自残行为往
往意味着患者精神状况有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陆军一名士兵 2009 年在阿富汗
服役时，擅自离开营地，随后被当地武装
人员抓获，导致 6 名美军士兵在搜救他时
死亡。美军通过换俘将该士兵救回后发
现，他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
凯恩对美国陆军未将这一规定向国会汇
报表示震惊，称如果国防部不能回应国会
的质询，国会则不会投票通过军方更多的
人事提名。

经过媒体报道后，美国陆军高级将领辩
称，陆军未改变征兵门槛，不会允许躁郁症
患者入伍。陆军上将马克·米利近日表示，
陆军募兵官员会处理所有的服役申请，包
括那些特殊许可申请，但“处理不意味着会
通过”“我们不会为了数量牺牲质量。”

此前，美国媒体多次报道军方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募兵困难。陆军为在去年达

到招募 6.9 万人的目标，已经大幅度放宽
募兵标准，降低测试标准并接受曾吸食大
麻的新兵入伍。然而由于需要在 2018 年
9 月前招募 8 万名新兵，陆军今年面临更
大的募兵压力，因此进一步降低门槛。

美国陆军征兵司令部军士长安东尼·
鲍尔斯今年 10 月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
表示，美国适龄青年中愿意加入陆军的比
例仅为 0.4％，令人担忧。

有军事评论员分析说，美国陆军缺
乏吸引力，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美国
陆军是美军各军种中待遇最低、生活条
件最差、服役环境最恶劣，并且最容易遭
遇战场伤亡的军种；其次，部队氛围不
佳，近年来美军丑闻不断，女性官兵遭性
侵事件频发，赌博、酗酒、腐败问题也日
益凸显。

美国社会以往以参军为荣的风气也
在逐渐改变，不少美国人认为参军对年轻
人不是一条好出路。据美国《陆军时报》
报道，在美国，参军甚至被看做是最差的
工作之一。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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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拟放宽入伍条件惹争议

美国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温斯坦
上月曝出性侵丑闻后，迄今已有超过 50
名女性控诉他性骚扰或强奸，美国和英国
警方均对他展开调查。

英国媒体近日获取一份包含91人的秘
密名单，原来这是温斯坦亲手拟定的“封口
名单”。温斯坦曾雇佣一队人马，想方设法
阻止名单上的人曝光他的性侵行径。

【近百人知情】
英国《观察家报》获取的这份秘密名

单上最初罗列 85人，后增补 6人。上榜者
皆是知悉温斯坦性侵细节的“潜在揭发
者”，有电影制片人、演员、人力资源经
理、营销人员和采购人员等。

名单中的多数受害者及知情者生活
在美国纽约，有少数来自美国洛杉矶，另
有至少 10人常居英国伦敦。

按照英国《卫报》说法，这份名单显然
是温斯坦亲手拟定。他专门雇佣了一个

“工作组”，调查名单所列人员对其性侵
劣迹的知情程度，并设法对这些人进行

“封口”。
这份名单中，43人为男性，48人为女

性。超过 50 个名字被红色标注，意指他
们是需要重点“封口”的“高风险对象”。
上月率先指控温斯坦性侵的美国女演员
罗丝·麦高恩和劳拉·马登、英国女演员
索菲·迪克斯均在红色标注之列。

目前已有超过 50 名女性指认这名堪
称奥斯卡得奖专业户的好莱坞大佬，其中
不乏国际知名演员，比如安吉丽娜·朱
莉、格威妮丝·帕尔特罗。

然而，不少曝光案件发生在多年前，存
在超过诉讼时效、举证难等问题。至于另
一些仍在诉讼时效内的案件，如果取证顺
利，将加大温斯坦受到法律制裁的概率。

【纸包不住火】
这份秘密名单拟定于 2017 年初，显

示温斯坦早就察觉到好莱坞众多受害者
对他不满，因此他企图先发制人，用各种
手段让这些人“封口”。

然而，温斯坦的“努力”没有奏效。9
个月后，性侵丑闻曝光，他在好莱坞迅速
身败名裂。演艺人士纷纷发声谴责，或与
他划清界限，而他也被奥斯卡奖评奖机构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除名。

《卫报》评论，温斯坦的“封口名单”
里包含多达 91 人，这也印证了有关温斯
坦肆意性侵在好莱坞内可谓“公开的秘
密”这一说法。

从名单里所标注的一些日期来看，现
年 65 岁的温斯坦也早就察觉美国《纽约
时报》记者在调查他的性侵丑闻，只是后
来温斯坦的“封口”行动失败，这一系列
丑闻还是被媒体曝光。

丑闻曝光后，温斯坦虽然发表致歉声
明，但否认指控，他的心理医生说他将继
续接受心理治疗。至于“封口”一事，温
斯坦的发言人予以否认，表示“这种说法
纯属捏造”。 （新华社特稿）

近百人！
好莱坞色狼制片人
“封口名单”曝光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新媒体专
电 英媒称，在距位于南太平洋的塔希提
岛南部海岸约一公里远的清澈浅海中，漂
浮着 15 座人工岛，它们预示着文明进化
的下一个飞跃即将开始。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11月 17日报
道，法属波利尼西亚已经签署一项协议，
同意首批致力于自给自足的漂浮社区在

该国海域进行试验，并让第一批这样的人
工岛于 2018年停泊在该国海域。

报道称，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非营利
机构“海上家园研究所”成立于 2008 年，
种子基金来自亿万富翁彼得·蒂尔。该
研究所花费了近 10 年时间说服公众相
信，生活在海上不是发疯，而是切实可行
的。

现在，有关这一漂浮在公海上的独立
新生国家的想法即将成为现实。海上家
园研究所所长、“蓝色边疆”公司合伙人
乔·夸克说：“我极为乐观。”“蓝色边疆”
公司是为了建造和运营在法属波利尼西
亚海域漂浮的人工岛特别成立的一家公
司。

夸克补充说：“早在我们前往火星之
前，我们就会发现地球上的海洋。我认
为，或者至少是我希望，到 2050 年，会有
各种漂浮着的微型国家，它们将表明，人
类有更好的共存方式，它们将改变古老的
大陆国家的治理结构。”

报道称，在海上兴建新型社区（被称
为“海上家园”）的想法，至少在 1981年就
产生了，当时航海家肯·诺伊迈耶写了一
本书，描绘了在海上一艘船上独立地、可
持续地生活的情节。

1995 年，由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影
片《未来水世界》是这样设想的：在海平面
上升之后，地球的大部分陆地都将被淹
没，那时候，被隔绝的人群生活在一个个
漂浮的环礁上。

报道称，虽然这部造价高昂的影片后
来成为了一个票房灾难，但人们生活在漂
浮环礁上的这一想法却流传了下来。

10 年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的孙子帕特里·弗里德曼从谷歌辞职，成
立了“海上家园研究所”，种子资金来自贝
宝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的蒂尔。

据夸克说，从那以后，蒂尔成为唐纳
德·特朗普在硅谷最有名的支持者，已经
有很多年没有参与过这一项目了，但夸克
表示很欢迎他回来。

全球首个“漂浮国家”将现太平洋

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尤
瓦尔·施泰尼茨 19日说，以色列与包括沙
特阿拉伯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保持

“秘密联系”。只不过考虑到对方意愿，
以方先前一直未对外公开这一情况。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对立，但
在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与以伊朗
为代表的什叶派阵营角力升级之际，以
色列与沙特之间的一些“亲密”举动引发
外界猜测：两国似乎有意协同制衡伊朗。

施泰尼茨 19日接受以色列军队电台
采访时，首次承认以方与包括沙特在内
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保持“秘密联系”。

被问及以方为何“隐藏”这些联系
时，他回答：“我们与许多阿拉伯国家、伊
斯兰国家保持着关系，其中一些是秘密
关系。通常是对方希望不要公开。发展
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尊重对方的意
愿，无论是与沙特还是其他阿拉伯或伊
斯兰国家。”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施泰
尼茨认为，以方与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
伯国家保持接触，可在伊朗核问题上争
取后者支持。以色列一直将伊朗核计划
视为最大安全威胁，认定伊朗核问题协
议无法阻止伊朗寻求发展核武器。

沙特政府和以色列政府未就施泰尼
茨的说法作出回应。但以色列总理本雅
明·内塔尼亚胡上周暗示以方与“温和的
阿拉伯世界”保持联系。他表示这种日
益加强的密切接触非常积极，有助维护
区域安全局势。

由于巴以问题、阿以矛盾持续几十
年，以色列长期与阿拉伯国家对立。尽
管以色列和沙特都把伊朗视为老对头，
但现实政治需要能否超越历史宿怨，让
以色列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形成“密切
联系”，仍有待观察。

（据新华社特稿）

保持秘密联系

以色列有意与沙特联手对付伊朗

这是 11 月 19 日在埃
及首都开罗拍摄的阿拉
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
理事会紧急会议现场。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
盟）外长理事会 19 日在开
罗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
联合声明，指责伊朗干预
地区事务，并表示将向联
合国安理会申诉伊朗干
预阿拉伯国家内政并违
背安理会有关决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