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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州议会两名民主党
籍高层人士 7日呼吁州长安德鲁·
科莫辞职，认定性骚扰丑闻削弱了
这名民主党籍州长的领导力。
“纽约仍处在疫情中……执

政不能每天被分散注意力，”纽约
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安
德烈亚·斯图尔特-卡曾斯在一份
声明中说，“为了这个州好，州长
科莫必须走人。”

美联社报道，斯图尔特 - 卡
曾斯是纽约州第一个提出科莫应
当辞职的民主党高层人物。州众
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卡尔·希斯蒂
当晚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就科
莫是否具备继续领导纽约州的能
力，他和斯图尔特 - 卡曾斯感触
相同。

有关科莫所受指控“非常令
人困扰”，希斯蒂说，“我们有许多

困难待解决……州长是时候认真
考虑他是否能有效满足纽约人民
的需要。”

科莫一度是新冠疫情期间的
“抗疫明星”，近来被指少报养老
院染疫病亡人数，接着卷入性骚扰
丑闻。6日，又有两名女性公开指
认他行为不当。

科莫前助理安娜·莉斯告诉
《华尔街日报》，科莫 2014 年不时
以拥抱、亲脸的方式同她打招呼，
称她“亲爱的”，吻她的手，问她是
否有男朋友。

科莫前新闻助理卡伦·欣顿向
《华盛顿邮报》讲述 2000 年与科
莫在宾馆同处一室的经历。欣顿
说，她起身要走时被科莫抱住，
“太久、太紧、太亲密”。

斯图尔特 - 卡曾斯发出这番
呼吁前不久，科莫告诉媒体记者：
“我不会因为这些指控辞职……
决不辞职。”

三度出任纽约州长的科莫重
申将留任，带领纽约州渡过疫情危
机并走向经济复苏。按照科莫的说
法，今后 6个月将决定纽约州能否
成功走出疫情。
“我不会分心，因为有太多事

情要为民众去做。”科莫说，纽约
州须在 3周内通过一项预算，并且
再接种 1500 万剂新冠疫苗。

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
姆斯正在调查科莫性骚扰丑闻。科
莫否认自己行为失当，但承诺将配
合调查，并敦促大家在结果出炉前
不要对他作评判。

斯图尔特 - 卡曾斯呼吁科莫
辞职表明科莫在民主党内面临越
来越大下台压力。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斯图尔特-卡曾斯发
声明前致电科莫，告知不再支持
他。科莫称自己不会辞职，想要他
下台只能诉诸弹劾。

据新华社电

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日
前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及其
盟友自 2001 年以来在“大中东及
北非”地区共投下至少 32.6 万枚
炸弹和导弹，相当于平均每天投弹
40余枚。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拥有世界

最高的军费支出和全球最强的军
力，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把力量用于
维护世界和平，而是从维护自身霸
权地位和利益的角度出发，不断非
法动用武力干涉甚至入侵别国，威
胁世界和平，成为世界一大乱源。

拜登新政府就职刚一个月出
头，美军就于 2 月 25 日对叙利亚
东部发动空袭，摧毁多处设施。美
军方宣称，此次空袭是对美军和多
国联军人员近期在伊拉克遭袭并
受到持续威胁的回应。叙利亚、俄
罗斯和伊朗政府均强烈谴责美方
这一违反国际法、侵犯叙主权的行
径。
“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梅代

娅·本杰明和该组织研究员尼古拉
斯·戴维斯撰文指出，这次空袭只
是美国及其盟友长期以来在“大
中东及北非”地区无休止军事行
动的最新案例之一。过去 20 年
来，伊拉克和叙利亚是此类行动的
主要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累计
有超过 15.2 万枚炸弹和导弹落到
这两个国家境内。

上述数据主要来自美军公布
的战报和其他机构的统计。鉴于美
国政府从 2020 年起停止公布相
关信息，加上直升机空袭等类型的
军事行动所消耗的弹药未包含在
统计数据中，实际弹药使用数量会
比 32.6 万这个数字更大。而这些
轰炸究竟造成多少无辜人员伤亡，
外界更是无从得知。

有统计显示，美国建国 240
多年来，有 227年在打仗。正如俄
罗斯军事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学
家谢尔盖·苏达科夫在接受今日俄
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美国只
要存在，就要打仗。”
本杰明和戴维斯指出，如果美

国现政府继续在往届政府的基础

上堆积更多谎言和暴行，“将无法
重新赢得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尊
重，也无法赢得美国公众对本国外
交政策的支持”。

在美军海外狂轰滥炸的背后，
是美国持续高企的军费支出。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 2020 年 4 月发布报告指出，
美国的军费支出在 2019 年增长
5.3％，达到 7320 亿美元，占全球
军费总支出的 38％，几乎相当于
排名其后的 10 个国家的军费总
和。2019年全球军费支出较上年
增长 3.6%，增速为 2010 年以来
最高，而美国的军费增长是重要原
因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军事力量是美

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二战结束
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大规模海外驻
军，凭借庞大军事力量维护自身及
盟友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 2018 年出台的
国防战略报告提出，美军应同时实
现有效核威慑、发展导弹防御、应
对大国竞争和热点危机、维持反恐
战争等诸多要求。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指出，这些
要求比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
段时间内的计划都更具野心，因此
需要更多经费支持。

事实上，美国的巨额军费和频
繁的海外军事行动只有利于美国
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损害的是绝
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更对世界
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一些专家学者和政治人
物也对巨额军费支出持批评态度。
他们认为，政府应将资源更多投入
到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以及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
蒂芬·沃尔特日前指出，美国的巨
额军费打造出强大军力，然而美国
并没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教育、医
疗制度、无线网络、电力系统、铁
路、公路和桥梁，美国还缺乏经费
充足的公共机构。

据新华社报道

韩国和美国 8 日开始启动
2021 年上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
但演习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

韩国国防部当天向新华社记
者证实，此次联合军事演习从 3
月 8 日持续至 18 日，以利用电脑
进行模拟训练的指挥所演习形式

进行，不进行野外机动训练，且考
虑到新冠疫情影响，今年演习规模
将尽可能缩小。
此外，据韩联社援引军方不具

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本次联合演
习不会对未来韩美联合司令部的
“完全作战能力”进行评估，但将
部分包括由韩国军方四星将军指
挥下的朝鲜半岛战区作战演习。

纽约州议会民主党高层呼吁州长下台
认定性骚扰丑闻削弱了这名民主党籍州长的领导力

[图说世界]

西班牙马德里：信号灯“穿裙装”
据新华社报道 3 月 7 日，人们在西班牙马德里街头的行人信号灯旁过马路。
西班牙马德里 2017 年耗资 22000 欧元，在 72 处路口更换了 288 个行人信号灯。 其中有穿裙装、手牵手

等不同的形象，用以号召性别平等。

/新华社

[国际观察]

只要存在,就要打仗
看美国黩武如何成为世界乱源

韩美启动联合指挥所演习

据新华社报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8 日发布
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在
一些国家对女性影响巨大，可能导
致 10 年内额外出现 1000 万起童
婚。

研究报告说，疫情带来的学校
关闭、经济压力以及父母病亡等因
素正让“处于弱势的女孩更有可
能遭遇童婚”。这一趋势意味着近
年来防止童婚所取得的进展将严
重倒退。

根据儿基会的定义，“童婚”

是指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与一名
成年人或另一名未成年人的正式
婚姻或非正式结合。

报告说，全球女性童婚率过去
10 年来从将近四分之一减少到五
分之一，但这一进步“正受到威
胁”。

儿基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
尔说，新冠疫情导致学校关闭、与
亲戚朋友分离、贫困加剧等问题，
“让数以百万计女孩本已艰难的
处境变得更糟糕”。

报告说，遭遇童婚的女性更容
易失学、遭遇家庭暴力、过早怀孕

并出现孕产妇并发症以及死亡。与
家人、朋友分离可能“严重影响她
们的身心健康”。

报告说，疫情触发的出行限
制还将导致女性在保护自己免于
童婚、意外怀孕和家庭暴力方面
更难获得医疗和社会服务机构的
帮助。另外，疫情期间一些经济有
困难的家庭可能寻求嫁女以减轻
负担。

报告估计，在全球范围，男童
的童婚率只有女童的六分之一。
当前约有 6.5 亿女性经历或处于
童婚。

联合国报告：疫情恐致全球增加千万起童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