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新落成一座卫星控制中心，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时说，朝鲜打算发射

更多卫星，努力成为“太空强国”。

朝鲜中央通讯社3日报道， 金正恩视

察了新建的国家宇宙开发局卫星控制综

合指挥所。他说，朝鲜已成为独立自主研

发人造卫星的国家，和平开发宇宙是朝鲜

的合法权利。“即便有敌对势力反对，朝

鲜也绝不会放弃发展宇宙开发事业”。

向“太空强国”迈进

金正恩说，朝鲜将在朝鲜劳动党中央

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太空发射更多卫星，

继续努力向“太空强国”迈进。

报道没有提及金正恩视察卫星控制

综合指挥所的日期。朝中社经常在金正恩

视察活动一两天后播发相关报道。

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成立于2013年，

掌管朝鲜宇宙开发项目。新建成的卫星控

制指挥所占地近1.4万平方米，由主楼、辅

楼和测量站等组成。 从朝中社报道看，这

里有实时观测卫星发射整个过程的主显

示室、控制卫星的辅助显示和操纵室以及

光学观测室、观众观看室，还有电子图书

室、休息室、餐厅、宿舍等生活设施。

金正恩要求给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

增配新设备，建设能够在近似宇宙的环境

中进行卫星试验的宇宙环境试验基地。

这座新指挥所位置不明

报道没有提及这座新卫星控制中心

的位置。金正恩在视察时提到，卫星控制

综合指挥所“所在之处的海拔并不高”。

朝鲜先前的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位

于平壤市郊外，是控制和观测“光明星”

系列卫星的综合卫星控制中心。

朝鲜曾多次尝试发射卫星。2012年4

月13日，朝鲜借助“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

射朝鲜首颗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3”号，

以迎接前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0周年。

朝鲜多次强调以国防和科研等和平

目的发射卫星，但日本、美国和韩国表示

质疑，认为朝鲜实际是以发射卫星为掩护

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朝鲜2013年2月进行

第三次核试验后， 联合国对朝鲜追加制

裁，制裁对象包括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

2009年4月5日，朝鲜在东海卫星发射

场借助“银河2”号三级运载火箭发射“光

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并宣布发射成功。

韩国和美国认为发射失败，称发射物

没有进入预定轨道，朝鲜实际在试射“大

浦洞”系列洲际弹道导弹。

据新华社

金永南将访俄

出席庆典活动

据朝中社4日报道， 朝鲜最高人民

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将访问

俄罗斯，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

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这是朝方首次披

露参加该庆典活动的领导人名单。报道

未说明出访日期及具体行程。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4月30日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将不参加5月9日的卫国战争胜利70

周年庆典活动。今年1月，俄罗斯曾确认

金正恩将访俄。

俄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2日表

示，目前正式确认参与俄庆祝活动的领

导人已有26位。

据新华社

再不听话 就叫警察叔叔把你抓起来

这句话很多妈妈都说过，这件事美国虎妈真做了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可谓是美国式

的“虎妈”(上图左1)，她曾在公众中倡导

“老妈总管”形象，要做模范母亲，呼吁

当妈的不能放松对孩子的关心和管教。

截至目前，奥巴马的两个女儿没有

在公众前出过丑。一些工作人员甚至开

玩笑说，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孩子交由米

歇尔严格调教一番。

米歇尔在接受采访时不时会提到

的一些“家规”：

1、当女儿外出旅行时，即使学校不

要求，她们也必须就所见所闻撰写报告。

2、高新科技产品只有周末可以用。

玛丽亚只有在周末才可以使用手机。

3、 另外她和妹妹在非周末时间不

能看电视，计算机也只能用来做功课。

4、 玛丽亚和萨沙每人必须选择两

种运动，一种由她们自己选择，一种由

她们的母亲选择。米歇尔说：“我想要她

们懂得，做你不喜欢的事还能取得进步

的感受。”

家规还包括，玛丽亚必须在离家就读

大学前学会洗衣服。两个女儿必须吃下自

己碟子里的所有蔬菜。 如果她们说不饿，

那么之后就不能要求吃饼干或薯片。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广州日报、

参考消息、新闻晨报等

按希尔的

说法，两天后，

学校老师打来

电话， 说西恩

的 表 现 变 得

“非 常 好 ”，

“非 常 乖 ”，

“对同学和大

人很有礼貌”。

责编 孙晨钟

美编 吴卫 校对 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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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左图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

令中的程慕阳； 右图是迈克尔·程

2011

年在加拿大出席活动时拍摄

的照片。 两张照片中的男子右眼靠

近鼻子的位置都有一颗痣

加方确认迈克尔·程

与程慕阳是同一人

加拿大移民和难民署（IRB）2

日发布文件显示，Michael� Ching

（迈克尔·程）“在加拿大境外犯了

严重的非政治罪行”， 因挪用公款

罪被中国政府通缉， 从而拒绝了他

去年11月提出的难民身份的申请。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援引IRB

的消息，证实Michael� Ching就是程

慕阳。

“程慕阳”这个名字在4月30日

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提

到。此人在中国海外贪官“通缉令”

中算一号。此前已经有媒体报道称，

在加拿大从事房地产生意的迈克

尔·程 （Michael� Ching或者 Mo�

Yeung� Ching）就是程慕阳。

中纪委近日发布通缉令， 落马

高官、 河北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

程慕阳在列。在外逃加拿大前，程慕

阳曾担任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

公司经理、 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国有媒体披露，程慕阳

借父亲之利，短短7年时间便身家数

亿。

据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国舆论争论三点

尽管警察帮助希尔“管教”儿子，

但当地警方官员不赞同这种方法，乃至

担心给警方招来麻烦。

哥伦布市警察局副局长莱姆·米勒

表示，警方高层对出动警察的做法不知

情， 也没有批准。 警方知道当事警察

“想做好事”，并没有处分他们。但是，

“我们不能出警去假装逮捕任何人”。

“这或许真的可以把孩子吓得变

好，但是也可能伤害他（的心理），让他

今后对我们的印象更坏。10岁的孩子非

常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米勒认为，应该有“更好办法”，警

方“不支持”这种做法。

网民对希尔的做法褒贬不一。一名

网民认为，希尔“脑子有问题”，这“完

全是虐待儿童”；

另一名网民则认为“干得好，这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 还有一名网民说，

孩子变乖了，可是以后也许“会终身害

怕和痛恨警察”。

希尔说：“我不想变成那名巴尔的

摩母亲， 我完全理解她为什么那么做，

我不希望我唯一的儿子走到那一步。”

黑人青年格雷遭巴尔的摩警方逮

捕后非正常死亡， 当地27日爆发大规模

抗议并演变为骚乱。一名名为托亚·格雷

厄姆的黑人女子在电视中看见儿子参与

骚乱， 立即赶到现场， 劈头盖脸一顿巴

掌，试图把他揪回去。这段视频在网上引

发热议，这名“虎妈”被网友称为“年度

好妈咪”。她说，痛打儿子的原因是“不

希望他最终成为下一个弗雷迪·格雷”。

希尔也是黑人。她在社交网络上发

帖， 坚持认为自己做得对。“大多数人

觉得我给儿子造成了心理伤害……但

是，我将用我认为合适的方法管教我的

孩子们， 因为我知道什么办法管用，什

么办法不管用。”

尽管如此，希尔发现，西恩对老师说

的话仍然“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因此，希尔决定，“必须吓唬他一

下”。她打电话给哥伦布市警察局，解

释了原委，警方答应上门帮忙。

希尔说， 儿子起初不相信妈妈真

的会找警察来。“但是，当他们出现在

门口时，他吓坏了。”

西恩被警察反剪双手、 戴上手铐

时，吓得闭上眼睛，哇哇大哭（左图）。

警察押着他进入警车，还打开警灯，开

出一小段距离。在车里，西恩隔着铁栏

杆，对着车窗外大哭。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他没有

反应过来，吓坏了。”希尔告诉美国广

播公司记者。

希尔不知道警察在车上对儿子说

了什么。不过，当警察把西恩放出警车

后，他跑向妈妈，紧紧抱住她，说道：

“我再也不敢了。”

身为母亲， 这种教育方法看上去

有些极端，希尔则有自己的想法。

“我很高兴用了这么一招，”她

说，“他这个月就要11岁了，就快要变

成青少年了……会有许多变化。但是，

鉴于密苏里和巴尔的摩发生的一切，

我决定在他还小、 容易受影响的时候

阻止（不好的）一切发生。”

“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妈妈求助警察：必须吓唬我儿子一下

“妈妈：我再也不敢了”

被放出警车的他跑向妈妈，紧紧抱住她

“他就快要变成青少年了”

妈妈决定:在儿子还小的时候就阻止坏事发生

美国一项研究提出，“虎妈”和她的

批评者都有理。斯坦福大学心理系博士生

阿莉莎·付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协会年会

上说，父母都“希望孩子取得成功”。此

外，儿童与父母的关系通常都很好。

这些研究人员让61名高中生评价他

们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的压力和支持。他们

还询问他们与母亲的相互依赖程度。对这

些孩子来说，压力和支持无关，妈妈可能

给他们很大压力，但他们仍然觉得妈妈非

常支持他们。同时，两组青少年都把母子

关系评价为优良，鉴于有人担心“虎妈”

可能损害母子关系，这个发现令人鼓舞。

最后， 研究人员又调查了母亲与动

力之间的关系。他们给117名高中生一套

很难的填字游戏， 然后让他们写一篇短

文， 有关他们母亲或者他们自己。 接下

来，他们让这些学生做更难的填字游戏，

并计算他们做出多少个才放弃。

两组学生在以自己为思考对象后表

现出同等程度的动力。 但如果以妈妈为

思考对象， 亚裔美国学生完成的填字游

戏就多于欧裔美国学生。换句话说，对亚

裔美国学生来说， 母亲似乎提供了额外

的动力。付说，对于重视独立的欧裔美国

人来说， 觉得母亲太关心他们反而可能

损害他们做事的动力。

激烈的“虎妈”和宽松的妈妈（有

媒体称之为“猫妈”）可能都有对的地

方， 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文化希望父母

怎么做。

实验为证：

虎妈猫妈，你们都没错

美第一夫人定家规

当妈就是当“总管”

压力会不会变成动力？

管教能不能放松一点？

1 可能让孩子对警察的印象更坏

2 干得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脑子有问题，这完全是虐待儿童

这位虎妈坚定信念

我知道什么办法管用，

什么办法不管用

后来，

学校老师打来电话：

您的儿子现在非常乖

“再不听话，就叫警察叔叔把你抓起来。”很多妈妈用这句话吓唬孩子

然而，美国一名母亲竟然真的打电话喊来了警察

当她的儿子被警察反剪双手、戴上手铐时，吓得闭上眼睛，哇哇大哭

有网友将这位母亲称作又一位美国年度“虎妈”

金正恩：朝鲜打算发射更多卫星

“即便有敌对势力反对，朝鲜也绝不会放弃发展宇宙开发事业”

加房产商疑为红色通缉令

逃犯 追踪

昨日上午发生41次小地震

日本温泉胜地箱根

拉响火山警报

据日本媒体报道， 以温泉闻名

的日本旅游胜地箱根近日地震活动

明显增加， 区内温泉蒸汽也出现明

显增多， 为防止可能发生的火山喷

发造成更大灾难，当地已关闭周边3

公里范围内的旅游路线。

箱根位于日本神奈川县， 紧邻

富士山，距离东京中心城区100多公

里。据NHK报道，日本气象厅表示，

自4月26日开始，箱根山区频繁发生

小规模地震， 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

了600多次。仅5月4日上午，箱根地

区一共就发生了41次小规模地震。

此外， 大涌谷地区一部分温泉的蒸

汽突然变得活跃。

因此， 日本气象厅判定箱根地

区今后有可能发生小规模火山喷发

的可能性。

日本气象厅已于3日对该地区

发出了火山警报。受此影响，箱根町

在当地时间5月4日凌晨5时许发布

通知， 禁止游客进入大涌谷周边半

径约3公里的范围。 日本气象厅4日

派出相关负责人， 现场确认大涌谷

周边的地表温度及蒸汽喷发状况，

详细调查火山活动情况。

（综合环球时报）

移动数厘米？

美科学家称珠峰高度

或因大地震发生改变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

4月25日发生的尼泊尔大地震或许

已经改变了珠穆朗玛峰的标准高

度。虽然已有报道称，珠峰的标高因

为这次大地震降低了2.5厘米，但美

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专家正试图在

9日前拿到最准确的数据。

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科内斯·哈德

纳德警告说， 其原因是，5月9日之后

电子观测点将自动上传新的数据，之

前关于这次大地震的详细资料将被

全部更新掉。他表示，根据目前的暂

定模型模拟出的结果显示， 珠峰以

及周边区域因为这次地震在水平和

垂直方向上发生了数厘米的移动。

为了把握最详细的情况， 哈德

纳德等人将前往离珠峰顶点约30公

里远的GPS观测点。 受到大地震的

影响，该观测点无法对外传输信号，

必须要有人冒着风险直接去下载数

据。哈德纳德表示：“这不仅仅是为

了简单地判断珠峰的标高究竟是增

加了还是减少了。 这是为了研究地

球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及进一步用

科学的手段来剖析地震发生的背

景。”

（综合环球时报）

警车里的西恩隔着铁栏杆，对着车窗外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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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奇吉塔·希尔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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