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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通牒期限将至 卡塔尔不服软

7月2日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巴林和埃及四国向卡塔尔
发出的通牒期限。他们要求卡塔尔在
这天前满足13项复交条件，否则将实
施新一轮制裁。卡塔尔外交大臣谢赫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
萨尼1 日作出最新回应，拒绝接受上
述四国的要求。

不过，通牒到期后，沙特等国宣
布，再给卡塔尔 48 小时。四国外长定
于5 日在埃及开会，讨论针对卡塔尔
的下一步措施。

1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访问的卡
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这一清单设计的初衷就是让人
拒绝，而不是让人接受或谈判。”他说，
沙特等国所提的要求意在损害卡塔尔
主权，而非打击恐怖主义。

卡塔尔外交大臣说，任何国家都
可以对卡塔尔提出不满，只要他们手
里有证据，解决矛盾要通过谈判，而不
是下通牒。

他说：“我们认为，各国应该遵循
国际法。国际法不允许大国欺负小国。
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向一个主权国家发
出最后通牒。”

不过，这名外交大臣还是释放出
愿意谈判的信号，表示卡塔尔愿意“在
合适的条件下”举行进一步对话。

问及卡塔尔是否担心沙特动武，
卡塔尔外交大臣强硬作答：“我们不惧
怕任何（军事）行动，卡塔尔已经准备
好面临一切后果。” （新华社）

日本自民党
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

根据当地时间3日凌晨公布的日
本东京都议会选举结果，执政的自民
党在本次选举中惨败，东京都知事小
池百合子领导的“都民第一会”获得了
压倒性胜利。

此次选举中，共有 259 名候选人
争夺127个议席。投票结果显示，自民
党仅获23席，失去东京都议会第一大
党地位。这个数字不仅远低于选举前
该党的57席，也低于该党有史以来最
低的38席。

小池百合子领导的“都民第一会”
获55席，赢得东京都议会第一大党地
位。此外，由于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
明党转而支持“小池阵营”，“小池阵
营”共获79席，超过议会席位的一半。

针对这一历史性惨败，自民党东
京都支部联合会会长下村博文3日表
示，选举结果比预想的还要严峻，他将
为此负责，辞去职务。

尽管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一方不断
强调与自民党的信赖关系仍然稳固，
但日本媒体分析，选举结果或将对两
党关系产生影响。

《每日新闻》3 日说，自民党此次
选举惨败将对安倍政权产生深刻影
响。首相安倍晋三被指为好友的加计
学园办学“开绿灯”、防卫大臣稻田朋
美借自卫队名义为党内候选人拉票被
指“公权私用”等问题，对此次选举造
成冲击，由此对安倍问责的声音增强，
安倍政权“一家独大”的政治版图也因
此受到严重打击。

共同社 3 日的报道称，从长期来
看，安倍在任期内实现修宪的目标或
将因此受到影响。 （新华社）

英国“退群”
从今以后“各打各鱼”

英国政府 2 日宣布，英国将从一
个允许其他国家在英国近海捕鱼、同
时允许英国在其他国家近海打鱼的机
制中退出。从今以后，英国与其他国家
将“各打各鱼”。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1964年
签署的《伦敦渔业公约》，爱尔兰、荷
兰、法国、德国、比利时五国船只可以
驶入距英国海岸线6至12海里的海域
打鱼。

此外，根据欧洲联盟相应政策，欧
盟其他成员国船只可以驶入距英国海
岸线12至200海里的海域打鱼，但每个
国家应遵守打鱼配额、不得超量捕捞。

英国政府2日表示，将从3日启动
退出《伦敦渔业公约》的进程，预计为
期两年。按照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戈
夫的说法，此举有助于英国重掌对本
国渔业政策的控制权，“半个多世纪
来，我们将首次能够决定谁可以进入
本国海域”。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渔业
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少英国渔民对
当前配额等机制不满，声称留欧只会
继续伤害英国渔民利益。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政
府没能有效支持本国渔业，不能全赖
在欧盟头上。英国退出《伦敦渔业公
约》，意味着英国渔民也将失去在其他
国家近海打鱼的机会。

积极关注环保事务的律师事务所
“地球客户”（ClientEarth）咨询师汤
姆·韦斯特认为：“英国脱欧后，我们需
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与邻国合作，而不
是单方面退出所有协议，以为单打独
斗会带来更好前景。” （新华社）

多家美国媒体曾报道称，美国全部17个
情报机构“一致认定”俄罗斯2016年利用黑客
入侵美国网络，意在干预美国大选。

然而，《纽约时报》、美联社等媒体近来相
继改口。原来，仅有4个情报机构得出该结论，
而这4个机构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

承认报道失实

最近数月，美联社多次报道称，美国全部
17个情报机构一致认定：2016年美国总统选
举期间，俄罗斯授意并帮助黑客入侵美国民
主党电子邮件系统，试图干预美国大选，使选
情更有利于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唐

纳德·特朗普。
然而，有关“美国全部17个情报机构一致

认定”的说法，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美联社 7 月 1 日改口，承认这一说法有

误，宣布4月6日、6月2日、6月26日、6月29
日多条新闻报道都需更正相关说法。

美联社在一份声明里说，有关俄干预美
国大选的评估结果是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3家情报机构搜集的
信息而得出，并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发布。并非全部17家情报机构都参与这一评
估过程，因而“一致认定”的说法不成立。

据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立于
2005年4月，统管全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总

监是美国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

曝光内部分歧

美国《纽约时报》6月29日也宣布撤稿，承
认有关俄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是由包括美国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内的4个情报部门、而
非全部17家情报机构评估得出。

按照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的说法，
即使是这4个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也存在不同
的声音，并非“一致认定”。

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员雷·麦戈文今年4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美国各个情报部门
中，主要是由国家安全局追踪外国黑客攻击

活动。
“如果（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发生黑客攻

击，那么国家安全局准知道。然而，国家安全局
并不知道，”麦戈文说，“事实上，当中央情报局
和联邦调查局表示，‘我们（对俄干预美国大选
的说法）高度有信心’……国家安全局作为真
正有能力追踪黑客攻击的情报机构，说的却
是，‘嗯，我们只有中等程度的信心’。”

麦戈文对美情报部门仓促认定俄干预美
国大选一事嗤之以鼻：“在军队里，我们管这
个叫：富有科学精神的胡猜。”

目前，美国国会仍在调查所谓俄罗斯对
去年美国大选的干预程度，以及总统特朗普
的竞选团队是否卷入其中。 （新华社）

俄罗斯干预大选 美国情报机构笃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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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莹颖案嫌疑人首次聆讯应只是走程序

红星新闻专访心理学教授武伯欣：
嫌疑人或与章莹颖打过照面

据当地警方披露的相关信息，在
嫌疑人的手机浏览记录中，有绑架教学的
相关网站。武教授对此解读称，这说明嫌
疑人的犯罪并不是临时起意，在以前就有
类似心理行为的发生，甚至在行为上显现
了出来。

为何一贯谨慎的章莹颖会上一
个长得颇有些“凶神恶煞”的男子的车？武
教授对此表示，这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所谓熟人作案并不一定是生活中有很多
交集的人。

武教授特别提出，此案还有另一
个问题，即有无同案犯，包括这辆车是不
是嫌疑人的，如果不是，那是谁借给嫌疑
人的？或者说有人常和嫌疑人在一起，甚
至不是一个人，这种情况也应该纳入到考
虑之中。

在“美国版知乎”Reddit 网
站上，红星新闻记者还找到一位
据称是嫌疑人克里斯滕森高中
同学的自述。

这位网友发帖称，“我和他
在一起上的高中，他的确有一些
奇怪的地方，他是那种比较害羞
的人。”该网友还附上了一个视
频网址，并注明视频中克里斯滕
森在2005年的一节德语课上突
然打断课堂秩序，和同学玩起了
光剑对决。“他是那个留长头发
的人。”视频的结尾，可以看到克
里斯滕森诡异地笑着。该网友
称，“结尾处令人感到有点不寒
而栗，现在知道了，他变得神经
错乱了。”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这是一
段上传于2009年8月6日的视频，
信息描述为“2005年高三德语课
上。我们的恶作剧已成传奇。”

据新华国际报道，当地
时间 7 月 3 日上午 10 时（北
京时间3日晚9时），美国联
邦法院按计划首次对涉嫌绑
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嫌
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举
行法庭聆讯。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
援助的华人律师王志东告诉
新华社记者，首次聆讯主要
是走法律程序。

当地华人正紧锣密鼓筹
备法院外的集会，呼吁伸张
正义、严惩凶手，拒绝嫌疑人
取保候审。

据王志东分析，定于 3
日的首次聆讯主要是走法律
程序，整个过程甚至可能只
有短短几分钟。

据另一位当地华人律
师分析，首次聆讯主要处理
两件事，一是嫌疑人是否认
罪，二是是否准予嫌疑人取
保候审，预计整个流程会非
常迅速，不会涉及具体案情
介绍。他说，嫌疑人可能出
现在聆讯现场，也可能由联
邦法官通过闭路电视系统
与羁押场所连接，来进行聆
讯。这位律师目前正参与组
织华人集会。

然而，这起事件给人们
留下的震惊仍在蔓延，尤
其是曾与嫌疑人有过交集
的人。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就
在被捕的前一天，疑似嫌疑
人克里斯滕森曾出现在6月
29 日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UIUC）为章莹颖
祈祷的活动现场。网友发布
的图片中，出现了一位留有
络腮胡的白人男性与嫌疑
人体貌特征高度相似。

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
位高学历、高智商的嫌犯，为
何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事？背
后又折射出了什么样的犯罪
心理？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采
访了中国公安大学著名心理
学教授武伯欣，分析其犯罪
心理等。

最新进展

令人
揪心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实习生 翟佳琦

据外媒报道，和嫌疑人克里
斯滕森住同一栋公寓内的一位
女邻居称，在嫌疑人被捕的当天
早上，自己和他讲过话。

调查人员发现，嫌疑人克
里 斯 滕 森 居 住 在 香 槟 市 的
Stonegate公寓，女邻居霍姆斯就
住在嫌疑人楼上。她说，上周五
早上恰好遇到克里斯滕森，自
己还与他说过话。当时她根本
不知道，对方竟然是绑架案的
嫌疑人。“他为我开门，并打招
呼说早上好，我也回他说早上
好，今天过得怎么样？他回答说
还好，你呢？”

霍姆斯说，这一天就和平常
一样，直到她发现对方是嫌疑人
之后。“警察来了，FBI来了，特警
也来了，警察把他抓了出来。我
被吓坏了，因为被抓的人竟然是
曾想帮助我，而且早上和我说过
话的人。”

霍姆斯称，他们间的对话很
随意，但回想起来有些异常之处。

“他不会和人做真正的眼神交流，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社交。”

嫌疑人恶作剧视频曝光：
高中课堂上 玩光剑对决

针对涉嫌绑架章莹颖的嫌疑人，
武伯欣教授的第一反应是，嫌疑人应
该是“病态心理”患者。他表示，在过去
的刑事案件中，病态心理一直被严重
忽视。据当地警方披露的相关信息，
在嫌疑人的手机浏览记录中，有绑架
教学的相关网站（下图）。武教授对此
解读称，这说明嫌疑人的犯罪并不是
临时起意，在以前就有类似心理行为
的发生，甚至在行为上显现了出来。

武教授表示，这些浏览痕迹也可作
为电子证据，如果他拿不出合理解释，完
全可据此追究他的责任。而在犯罪心
理上，此次作案前，嫌疑人做了充足的
心理准备和作案方式准备，准确说应该
是“针对非特定对象”的预谋，也就是嫌
疑人的行为是肯定要实施的，犯罪的
欲望已蓄势待发，“谁碰上谁倒霉”。

曾浏览绑架教学的网站？

此前的报道中，有一个疑点
始终令人困惑：嫌疑人为何会被
周围人评价为内向、沉静，甚至
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助教？

武教授称，有病态心理并不
代表一个人心理的彻底解体，病
态心理患者多数时候在别人眼
里也是一个正常人，甚至智商高
于常人。但从一些细节上，例如

“内向”本身其实就能说明一些
问题——嫌疑人的“内向”并不
单单是不善言谈，更是一种隐藏
和秘而不宣的心理行为，也就是
说，有一些犯罪心理的酝酿，比
如嫌疑人看的书、逛的论坛，本
来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武教授表示，至于嫌疑人何
时变得内向，这很难说。如果调查
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可能会找到
答案，比如十一、二岁时的相关经
历。从心理学上讲，人到25岁以
后，心理就已定型，所以追查应该
从嫌疑人的童年时期展开。因为
这个时候是心理的断奶期，或者
说叛逆期，如果这个时期出现父
母的离异，或出现挫折、意外，均
会导致嫌疑人变得“内向”。

为何一贯谨慎的章莹颖会上一
个长得颇有些“凶神恶煞”的男子的
车？武教授表示，这很有可能是熟人
作案。所谓熟人作案并不一定是生活
中有很多交集的人。嫌疑人和章莹颖
可能并没有过实际交往，但两人同
校，特定的环境下二人极有可能打过
照面，这就拉近两人的心理距离。其
实，这种心态非常容易理解：同在一
个学校，甚至住一条街上，两个人打
过照面，知道对方就住在这一片。

武教授表示，相识是人心理相近
很重要的因素，拉近心理距离就是因
为相识造成的，加上主动搭讪、主动
停车，很容易造成章莹颖的戒备松
弛，否则章莹颖作为一个女孩，本身
对于异性的警惕性就应该是很高的，
不可能这么顺从地就上了车。

嫌疑人落网后，最令人揪心的
问题莫过于章莹颖现在究竟身在何
处了。

武教授表示，章莹颖到美国的
时间不长，而嫌疑人对那一带相当
熟悉，所以嫌疑人应该能把方位说
清楚，或者说可能在嫌疑人的公寓
中能找到一些证据。

武教授称，现在看来，章莹颖死
亡的概率较大。具体的隐藏地点，很
有可能是借助车辆把尸体运送出去
的。根据当地警方披露的信息，车辆
被仔细清洗过，这说明这种可能性
极大，地点也应该不会特别远。这个
只能等嫌疑人自己指认。

当然处理尸体的另外一种可
能，是在他的公寓范围内。因为有

过类似案件，人失踪后，警方发现
就埋在凶手的院子里。因为有的病
态作案就是埋在自己家或者住的
地方，埋得很深，甚至埋完以后再
盖一块水泥板等。所以从发生到后
来承认，这些凶手有处理尸体的时
间和方式。如果这次的嫌疑人是病
态心理的作案人，肯定有类似的病
态犯罪行为。

武教授特别提出，此案还有另
一个问题，即有无同案犯，包括这辆
车是不是嫌疑人的，如果不是，那是
谁借给嫌疑人的？或者说有人常和
嫌疑人在一起，甚至不是一个人，这
种情况也应该纳入到考虑之中。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病态心
理”距离大部分人很远。在美国社

会，通过蓝可儿案件，以及前段时间
发生的恶性持枪杀人、校园暴力犯
罪等可以看出，病态心理患者的大
量存在已成客观事实。

对于病态心理患者的产生原
因，武教授认为，生活环境竞争激烈
程度，以及当前都市中人际关系的
紧张，无不催生了病态心理的出现。
而在很多人意识中认为是“象牙塔”
的大学校园，其实本身就是病态心
理患者的高发地点。

国际上的研究结果证明，人多
密集、性别交往受到一定的抑制，还
有一些性别比较单一的地方，包括
长期在海上工作的海员等，极容易
发生这种病态心理，有必要应该加
强这方面的自我保护和教育。

章莹颖在何处？
只能等嫌疑人自己指认

蓄谋已久
嫌疑人是“病态心理”患者

还被评为优秀助教？

病态心理患者
生活中看似正常人

章莹颖为何上了他的车？

这很有可能
是熟人作案

章莹颖失踪前最后影像资料

章莹颖 涉嫌绑架章莹颖的嫌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

嫌疑人的女邻居：
被捕当天和他打过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