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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5日发布一份年度调查报告，
显示日本大学生兼职收入达到迄今最
高水平，且兼职收入日益成为大学生的
重要经济来源。

兼职收入涨
去年 10 月至 11 月，日本全国大学

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组织第 54 次学生
生活状况调查，全国 30 所公立、私立大
学大约 1.1万名学生回应调查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与家人同住的大学
生平均每月兼职收入 40920 日元（约合
2471 元人民币），连续 7 年增加，创有记
录以来最高水平；在外租房生活的大学
生平均每月兼职收入 31670 日元（1912
元人民币），连续 3 年增加并首次超过 3
万日元，同样为迄今最高。

报告显示，74.1％的大学生会在课
外兼职打工，相比 10 年前增加 9.4 个百
分点。其中，与家人同住的大学生兼职
比例为 80.2％，租房大学生兼职比例为
68.5％。

另外，大约 30.5％的调查对象有助
学贷款或奖学金，这一比例连续 7 年减
少。

报告分析，受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影
响，部分大学生担心毕业后无法偿还助
学贷款而不愿申请，兼职日益成为支撑

大学生日常开销的重要经济来源。
生活费用高

报告显示，日本大学生 2018年月均
支出比前一年增加。住在家里的大学
生每月平均支出 67200 日元（4057 元人
民币），连续 4 年增加；租房大学生月均
支出 126100日元（7614元人民币），比前
一年增加 5350日元（323元人民币）。

同时，大学生从父母处获取的生活
费有所减少。与家人同住大学生平均
每月零花钱为 12780 日元（771 元人民
币），相比 2001年最高时减少大约 43％；
租房大学生每月平均从家里收到 71500
日元（4318元人民币）生活费，相比 1996
年最高时减少大约 30％；另有大约 7％
的学生不从家里拿钱。

关 于 近 半 年 内 兼 职 收 入 用 途 ，
43.6％的学生用于生活开支，依次为休
假或旅行占 25.7％，社团活动 19.3％，存
款 17.6％。

熟悉日本大学生经济状况的奖学
金问题对策全国会议事务局长岩重佳
治律师告诉记者，忙于打工赚钱、减少
吃饭次数、甚至连教材都买不起的学生
并不少见，建议“扩充无需偿还的奖学
金制度”。

（新华社特稿）

塔利班政治领导人、创建人之一毛
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 25 日首次
与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
尔梅·哈利勒扎德会面。

两人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新启
动双方对话，旨在达成共识、结束阿富汗
持续 17年战乱。

同一天，阿富汗确定召开“大支尔格
会议”的日期，以期凝聚各界共识、为与
塔利班对话确定“红线”。

重量级对话
哈利勒扎德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刚刚与毛拉巴拉达尔一方共进工作午
餐。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续即将开
始对话。”

美方这名特别代表先前说，塔利班
这次派出的代表“更加权威”，这一轮对
话可能见证“重要时刻”。美联社报道，
哈利勒扎德所指“权威代表”即巴拉达
尔，曾经是塔利班“二号人物”。

巴拉达尔 2010 年在巴基斯坦和美
国中央情报局一次联合行动中落网，关
押在巴基斯坦境内一座监狱，去年 10月
获释。他随后在一段录音中向塔利班武
装人员承诺，他的“立场”不会动摇。

德新社解读，巴拉达尔抵达多哈释
放积极信号，表明塔利班愿意与美方直
接接触。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
说，这次对话为期 4 天，将着力解决“结
束（外国军队）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防止

其他国家利用阿富汗”；双方会面“可能
达成一些成果”。

与政府对话？
同一天，阿富汗总统特别和平大使

乌迈尔·达乌德扎伊说，政府打算 3月中
旬召集“大支尔格会议”，即大国民会
议，讨论如何结束战乱。

达乌德扎伊说，包括部族长老和政
治领袖在内，超过 2000 人将参加定于 3
月 17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召开的 4天
会议。

路透社报道，大支尔格会议可能为
塔利班与阿富汗社会各界对话搭建平
台。达乌德扎伊说，会议的目的是“为和
平达成全国性共识”，同时向各方澄清阿
富汗不可能回到塔利班掌权年代。

作为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对话的牵
头人，达乌德扎伊认为，塔利班最终将不
得不与阿富汗政府接触，落实先前达成
的交换俘虏、解除对塔利班成员的旅行
禁令等条件。

美国政府代表在与塔利班的对话中
一直试图说服这一反政府武装与阿富汗
政府对话。塔利班把阿富汗政府视为仰
赖外国军队支持的傀儡，多次拒绝对话。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本月中
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塔利班愿意在外
国军队撤离后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话。
媒体解读，这是这一反政府武装首次就
阿富汗内部对话表露积极意向。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25日说，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上周发表国情咨文时“从未
点明任何具体的地理位置”，作为俄方受
威胁时加以反制的打击目标。

俄罗斯媒体一天前出示一张地图，标明
俄方高超音速导弹回应美方进攻时可能瞄
准的5处美国“决策中心所在地”，包括国防
部所在地五角大楼和总统度假地戴维营。

不干涉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 25日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普京从
来没有明确，如果美国在靠近俄边境处部
署短程和中程导弹，俄方将瞄准哪些地点。

“总统说的是，如果俄罗斯遭遇威胁……
将采取反制措施，让我们的导弹不仅瞄准发射
系统，也瞄准决策中心所在地。他从未点明任
何具体的地理位置。”

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不会干预私

营或国有媒体的新闻编辑方针。如果对
俄罗斯电视一台列举的潜在目标有疑问，
可以找媒体主管寻求回应。

普京 20 日发表本届任期首个年度国
情咨文，重申俄方不会“挑头”部署导弹，
如果美方率先在欧洲部署短程和中程导
弹，俄方将部署射程能打到那些欧洲国家
以及美方“决策中心所在地”的新式武器。

普京当天展示有“航母杀手”之称的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由潜艇
发射，可打击军舰和地面目标，飞行速度
最高 9马赫（约每小时 1.1万公里）。

标地点
俄罗斯电视一台新闻主播德米特里·

基谢廖夫 24 日傍晚在《一周新闻》节目中
展示一张美国地图，标出 5个地点，声称它
们可能成为俄方“锆石”导弹的打击目标。

基谢廖夫说，那些目标是美国总统或

军方使用的指挥中心。首要目标是五角
大楼。其次是距华盛顿大约 100公里的美
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戴维营内设有地
堡和名为“R站点”的通信中心。

基谢廖夫还点名位于马里兰州、作为
“R站点”支持设施的里奇堡，加利福尼亚
州麦克莱伦空军基地以及使用低频率无
线电与水下美军潜艇通信的华盛顿州吉
姆溪海军无线电台。

不过，里奇堡和麦克莱伦空军基地二
三十年前停用。

俄卫星通讯社报道，“锆石”导弹可让
俄方潜艇在远离美国海岸线的海域打击深
入内陆500公里的目标，耗时不足5分钟。

互指责
美国与俄罗斯本月初相继宣布不履

行《中导条约》义务。美方 2 日起暂停履
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为期 6个月的退

约程序。普京 2 日针锋相对地宣布，俄方
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不再就《中导
条约》提议再次举行谈判。

《中导条约》是“冷战”时期美苏领导人
签署的军控条约，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
或试验射程 500至 5500公里、作为核武器
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方指认俄方 9M729 型导弹违反条
约射程规定，要求俄方销毁这种导弹。俄
方否认违约，反指美方在罗马尼亚和波兰
部署的陆基“宙斯盾”反导弹系统具备发
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美方否认指
认，称“宙斯盾”没有这类功能。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美国坚称现阶段
没有可以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但一旦
美方以俄方违约为由彻底退出《中导条
约》，就可自由研发并部署这类导弹。

（新华社特稿）

克宫否认普京明确对美打击目标

塔利班领导人首会美国特使

日本大学生兼职收入破纪录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5日坚称，“有把
握”让英国如期脱离欧洲联盟，延期“脱
欧”无法打破议会因“脱欧”协议所陷僵
局。欧盟方面却认为，英国延期“脱欧”是
现有形势下的“理性决策”。

多家媒体报道，特雷莎·梅正作两手
准备：如果“脱欧”协议 3月 12日再遭议会
下院否决，她会向欧盟申请延期“脱欧”。

力争按期“脱欧”
当天在埃及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

赫出席阿拉伯国家联盟-欧盟首脑会议
时，特雷莎·梅告诉媒体记者：“我们有把
握在 3月 29日实现‘有协议脱欧’，那是我
们的精力应该集中的地方。”

她说，英方官员定于 26日在比利时首
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会晤欧方谈判人员，
争取为“脱欧”协议所含“备份安排”添加

“英国议会下院要求的法律保障”。
“脱欧”协议上月遭英国议会下院否决，

英方与欧盟协商修改协议暂时无果。“备份安
排”是“脱欧”协议获议会批准的最大阻碍。

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的边界
将是英国“脱欧”后与欧盟之间唯一陆地
边界。“备份安排”旨在避免那里恢复“硬
边界”，即重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
设施。这一安排没有设定期限，且英方无
法单方面废止，一些英国议员担心英国将
无法真正脱离欧盟。

按照特雷莎·梅的说法，欧盟高层“真
的有决心寻找方法”，让英国凭借协议“平
稳有序脱欧”。

欧盟愿给时间
特雷莎·梅希望英国按计划“脱欧”，

否认会为避免“无协议脱欧”而被迫延
期。在她看来，延期“无法解决问题”。

欧盟方面却敦促特雷莎·梅推迟“脱
欧”，以免出现混乱。欧洲理事会主席唐
纳德·图斯克 25 日早些时候说：“‘脱欧’

协议明显无法在英国议会下院获大多数
支持而获批。”

图斯克认为，延期“脱欧”是现有形势
下的“理性解决方案”。他 24 日在埃及会
晤特雷莎·梅，商讨延期“脱欧”的“法律和
程序框架”。

图斯克说，英国延期“脱欧”的可能性
将随 3月 29日期限临近而增加，欧盟其他
成 员 国 将 对 延 期 表 达“ 最 大 限 度 的 理
解”。只是，特雷莎·梅“依然相信有能力
避免出现那种情形”。

特雷莎·梅 24 日推迟议会下院原定
27 日就“脱欧”协议的最终表决，改为最
晚 3 月 12 日。

英国工党 25 日决定，如果议会决定
“无协议脱欧”或者批准“脱欧”协议，这一
最大反对党将支持就是否“脱欧”再次举
行公民投票。

延期不超两月？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特雷莎·梅

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起草多项方案，包括
“脱欧”协议 3 月 12 日如果无法获议会批
准，将正式向欧盟提出延期“脱欧”。

考虑延期缘于特雷莎·梅在阿盟-欧
盟峰会期间没有能与欧洲领导层就修改

“脱欧”协议有所突破。
英国政府没有具体说明“脱欧”延期

时间长短，但多名内阁大臣确信，不会长
于两个月，因为要避免英国因推迟“脱欧”
而不得不参与定于 5 月 23 日至 26 日举行
的欧洲议会选举。

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
道，特雷莎·梅定于 26 日在一场内阁会议
提议讨论延期“脱欧”，当天晚些时候将向
议会通报讨论结果。

延期“脱欧”不能由英国单方面决定，
必须获得其他欧盟成员国同意。

（新华社特稿）

特雷莎·梅悄悄着手推迟“脱欧”

2 月 25 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右）会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25 日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天
会见到访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时表示，伊朗坚定支持叙利亚，并以帮助叙利
亚为荣。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