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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上两人都面带笑容，但从CNN
的视频中观察，双方其实各玩各的

头胎往往更聪明？

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家主导的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家排行老大的
孩子智商往往更高，这可能与他们婴
幼儿时期能得到父母更多关爱有关。

研究人员在美国最新一期《人力
资源季刊》上发表文章说，他们分析了
美国劳工统计局有关全美青少年纵向
调查数据。这份调查涉及近5000名孩
子出生前至 14 岁的家庭情况和经济
水平。这些孩子每两年接受一次技能
评估，涉及阅读能力、会话能力、词汇
量等。

爱丁堡大学经济学院研究人员运
用经济学数据统计方法对美方调查展
开分析，发现孩子测试成绩与家长行
为存在关联，如母亲孕期是否抽烟、喝
酒，亲子活动参与程度等。

他们发现，母亲怀老大时往往更
谨慎，更注意言行举止对胎儿影响。头
胎出生后，父母也往往会花费更多精
力，如陪伴孩子阅读、做手工、玩乐器
等，从而刺激孩子智力发育。但其他孩
子得到的关爱相对少一些。研究显示，
头胎孩子在智力发育上享有的优势可
从出生起持续至3岁。

先前有研究发现，排行靠前的孩
子成年后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往往
更高。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认为，这一
现象可能与父母育儿行为随孩子增多
而改变有关。 （新华国际）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0 日
援引两个情报机构消息人士的话披露
说，美方通过分析多份情报文件判定，
俄罗斯正考虑将“棱镜”监听项目曝光
者、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
诺登引渡回美国，作为给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礼物”。

巴结特朗普?

NBC报道称，美国一名高级情报
官员在分析一系列高度敏感的情报文
件后认为，将斯诺登交还给美方是俄
方正在考虑的多种“巴结”特朗普方式
中的一项选择。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
统以来，华盛顿和莫斯科均表达了改
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不过，斯诺登的美国律师本·维茨
纳告诉NBC，他对于这样的计划并不
知情。斯诺登的俄罗斯律师阿纳托利·
库切列纳也告诉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
社：“所有这些说法只是寻常猜测，某
些人正在恣意想象。”

按法新社说法，库切列纳自斯诺
登 2013 年抵达俄罗斯以来一直是他
的律师。库切列纳同时坚称，斯诺登

“居住在俄罗斯绝对合法”，“俄罗斯没
有任何法律依据来交还斯诺登”。

上个月赶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卸
任前，俄罗斯将斯诺登的居留许可延
长3年至2020年。“俄罗斯不会拿人
和人权做交易，尽管美国秘密机构经
常试图把我们卷入各种挑衅行为中，”
库切列纳说。

斯诺登咋想？

虽然两名律师都对 NBC 报道予
以驳斥，但斯诺登本人10日在推特网
站上专门就这一报道发文，这似乎显
示他本人并未怀疑报道的真实性。

斯诺登写道：“终于（来了）：无可
辩驳的证据显示我从未与俄罗斯情报
机构合作。没有国家会卖掉间谍，因为
其他人会担心他们成为下一个。”

2013 年 6 月以来，斯诺登通过媒
体披露了有关美国政府秘密监听行动
的机密文件，美国政府随后以间谍罪、
盗窃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和情报信
息等3 项罪名对斯诺登发出通缉。当
年8月，斯诺登在俄获得“临时避难”
许可。

按《今日美国报》网站说法，多名
美国众议员都指责斯诺登已将美国重
要情报出卖给俄罗斯。而斯诺登本人
一直否认这种指责。去年 12 月，他在
接受一次网络直播采访时表示，强迫
自己返回美国违反人权，但他对回国
后即将面临法律审判“并不真的担
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事、无悔自己所做的选择，而且这也能
终结他是俄罗斯间谍的说法。

随着特朗普就任总统，斯诺登能
否回国再次引发关注。特朗普本人及
他选定的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
彭佩奥此前都曾表示将严惩“叛国者”
斯诺登。截至目前，白宫方面尚未对
NBC的报道发表评论，但美国司法部
对斯诺登回国表示欢迎。 （新华社）

韩国军方12日说，朝鲜当天试
射一枚弹道导弹。

如果这一消息获得朝方证实，
将是唐纳德·特朗普 1 月就任美国
总统后朝方首次试射弹道导弹。这
次试射也发生在特朗普接待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之时。特朗普说，美方将

“百分之百与日本站在一起”。

并非洲际弹道导弹

韩联社当天援引韩国联合参谋
本部的消息报道，朝方于首尔时间
7时55分（北京时间6时55分）从朝
鲜东部平安北道芳岘一带向朝鲜半
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目

前型号不详。导弹飞行距离超过
500公里。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月8
日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准
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将随时发射。

一名消息人士 12 日告诉韩联
社记者，从朝鲜最新试射的导弹射
程判断，它并非洲际弹道导弹，很可
能是改进型“芦洞”或“舞水端”式中
程导弹。

韩联社的报道说，也有人猜测，
朝鲜这次可能试射了装配洲际弹道
导弹发动机的“舞水端”导弹。美国
战略司令部说，美方探测到和跟踪
了这枚导弹，推断它并非洲际弹道
导弹，对美国本土不构成威胁。

朝鲜方面当天没有立即发布试

射导弹的消息。韩国军方推测，朝鲜
2013 年 2 月 12 日进行了第三次核
试验，朝方试图借这次导弹试射炫
耀核导弹能力，并回应美国新政府
对朝的强硬态度。

美国罕见没有谴责

特朗普与安倍 10 日发表共同
声明，把“抵御朝鲜导弹和核威胁”
作为“重中之重”的事务。

特朗普与安倍于美国时间 11
日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特朗普的
别墅内举行记者会，就朝鲜试射导
弹的消息表态。

两人简短发言。安倍说，这次试

射“绝对不可容忍”，他与特朗普都
认为，日美应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
特朗普随后说：“我只想让大家理解
和充分知晓，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
友，美国将百分之百与日本站在一
起。”

两人没有接受现场记者提问。
美联社评论道，特朗普没有谴责朝
方这次导弹试射，令人意外。

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美方事先已经预计，朝方将在
特朗普就任后很快“挑衅”，美方将
针对朝方这次试射研究各种应对方
案，将在展示美方决心的同时避免
使局势升级。

（新华社）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此前
的2月3日，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娅
乘专机抵达棕榈滩国际机场，在停
机坪上看到到场欢迎民众，特朗普
突然放开握着妻子梅拉尼娅的手。

随后，梅拉尼娅主动去牵特朗
普，却惨遭委婉拒绝。特朗普把妻子
的手拉过来，拍两下后再次松开。

《每日邮报》称，这是梅拉尼娅在特
朗普就职以来，首度公开露面。之
后，她带 10 岁的儿子拜伦（Barron）

返回纽约市特朗普大楼，因为拜伦
在纽约上学。

这段仅15秒的画面，让美国网
友大为不满。身体语言专家伍德
（Patti Wood）告诉《每日邮报》：“传
统来说，手牵手表示夫妻一体。但对
我来说，我认为他要说的是‘我要人
们看我是总统’，那真是非常大男
人。‘我要做个强有力的我’，很显然
这是他的选择。”

综合新华国际、参考消息

目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美国访问。当日本“第一夫人”安倍昭惠2月
10日访问华盛顿时，之前陪伴她的高层女伴——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
——一度消失，这一点颇为出人意料。同时，即使在陪伴安倍昭惠时，梅拉尼
娅也很少与其交流。

这是特朗普夫人第一次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首次公开露面，略显经
验不足。其外交首秀普遍被媒体认为“得分很低”。

特朗普夫人外交首秀获特朗普夫人外交首秀获““差评差评””
外交舞台
她当T台？

朝鲜试射导弹？特朗普没谴责
如获证实，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朝方首次试射弹道导弹

俄罗斯欲向美国
“献礼”斯诺登？

路透社报道说，就在她们的丈
夫这个周末力图突破美日因循守旧
的关系时，梅拉尼娅可能会在日本

“第一夫人”身上发现她与自己截然
不同的许多方面：安倍昭惠是一位
不回避聚光灯的政治配偶，经常公
开发表与丈夫不同的观点。梅拉尼
娅来自斯洛文尼亚，曾是一名模特，
极少发表不同于丈夫的观点；而安
倍昭惠会利用媒体采访对安倍政府
提出政策建议，导致一些人称其为

“家里的反对派”。
两位“第一夫人”不同的处事风

格使其周末的会晤引人注目。美国
斯克兰顿大学研究“第一夫人”作用
的教授琼·哈里斯说：“我肯定梅拉

尼娅与安倍昭惠绝对不会讨论全球
政治问题，我觉得梅拉尼娅根本不
想参与到这样的谈话中。”

哈里斯说，安倍昭惠公开陈述
与丈夫不同观点的做法甚至在美国
政界也找不到。美国的第一夫人们
在公开场合往往不会表达与丈夫不
同的观点，尽管她们在幕后也许会
提出决定性意见。

许多报道称，在大选结束后不
久，梅拉尼娅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采访时说，她“总是”责备丈夫
在推特上的攻击言辞。她说：“他有
时听，有时不听。我会向他提出我
的观点，他怎么对待这些观点是他
的事。”

现场
“各玩各的
各乐各的”

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第一
夫人梅拉尼娅陪同到访的安倍晋三
夫人安倍昭惠在佛罗里达参观了森
上博物馆（Morikami Museum）和扶
桑花园（Japanese Gardens），这是特
朗普夫人第一次在没有丈夫陪伴的
情况下首次公开露面。其很长时间
戴着墨镜陪安倍昭惠参观，也被指

“不礼貌”。
稍早前，梅拉尼娅因没有陪同安

倍昭惠参观加劳德特大学和去日本大
使馆出席国家樱花节委员会会议而遭
到批评。日本官员说，陪同安倍昭惠访
问加劳德特大学的是日本驻美大使夫
人，而不是梅拉尼娅·特朗普。

通 过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梅拉
尼娅和安倍昭惠全程交流甚少，仅
有的几次交流也都是安倍昭惠主动

开口。或许是没有经验，语言又不
通，所以梅拉尼娅的主动交流颇少。
尽管安倍昭惠主动和梅拉尼娅说
话，但美国第一夫人态度却显得很
清高，缺乏积极互动。尽管一张喂鱼
的照片上两人面带笑容，但从CNN
的视频中观察，两人各玩儿各的，各
乐各的，画面的背后并无交流。另一
张图上，安倍昭惠开怀大笑，但同
样，这笑并非与梅拉尼娅互动，而是
听了导游的讲解后的反应。

美国媒体称，从整个陪同过程
来看，显然美国第一夫人还需要积
累经验，多少显得有点拘谨，还需要
热情主动一点。安倍昭惠跟着安倍
晋三与各国政要及夫人接触互动很
多，经验丰富，在途中面带微笑与旁
人挥手致意，而梅拉尼娅则戴着墨
镜，对旁人的招呼声没有任何反应。

尽管照片上两人面带笑容，但从CNN的视频中观察，两人各
玩儿各的，各乐各的，画面的背后并无交流

英国媒体的报道称，这有别于
安倍昭惠之前对华盛顿的访问。
2007年，陪她拜访乔治·华盛顿故乡
芒特弗农的是劳拉·布什。2015年她
与米歇尔·奥巴马一同参观了弗吉
尼亚州的一所小学。

英媒表示，在丈夫特朗普入主白
宫三周后，梅拉尼娅与传统的决裂是
她对“第一夫人”角色设定不同于其
前任的又一个迹象。报道称，梅拉尼
娅选择在儿子读完这一学年前继续
留在纽约。尚不清楚她今后会否在白
宫社交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陪
同来访的外国第一夫人们。

接下来，安倍晋三还要和特朗
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俱
乐部度过周末。两个人会去打高尔
夫球，接待安倍昭惠的任务则将落

在梅拉尼娅身上，不知接下来梅拉
尼娅的表现会如何。

陪同到访的外国元首夫人，并
做导游工作，是美国第一夫人的典
型工作。然而，这次美国第一夫人做
得并不到位，特别是在华盛顿的“隐
身”遭到了广泛批评。

美国媒体还建议梅拉尼娅向美
国前任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学
习。去年底，米歇尔作为白宫女主人
最后一次接待到访的意大利总理伦
齐夫人，她就带领其参观自己一手
开垦的白宫菜地，还看学童表演。去
年8月，米歇尔还和到访的新加坡总
理李显龙夫人到华盛顿美国国家美
术馆参观画作，并观赏文娱表演；至
于安倍昭惠，米歇尔前年也接待过
她，当时就曾参观过学校。

根本不懂

政治？

她
“我肯定梅拉尼娅与

安倍昭惠绝对不会讨论
全球政治问题，我觉得梅
拉尼娅根本不想参与到
这样的谈话中。”
——专家琼·哈里斯这样评价

“他（特朗普）有时
听，有时不听。我会向他
提出我的观点，他怎么对
待这些观点是他的事。”

——梅拉尼娅自己如是说

同步播报 就职后首秀也不和谐

关键词1：“洲际导弹”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月8日

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准
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将随时发射。
美国战略司令部说，美方探测到
和跟踪了这枚导弹，推断它并非
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不构
成威胁。

关键词2：美国表态
特朗普与安倍美国时间11

日晚举行记者会，就朝鲜试射导
弹的消息表态。特朗普说：“我只
想让大家理解和充分知晓，日本
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将百分
之百与日本站在一起。”

关键词3：“挑衅”
分析人士称，美方事先已经

预计，朝方将在特朗普就任后很
快“挑衅”，美方将针对朝方这次
试射研究各种应对方案。

批评
“你该学一学
米歇尔”

这次美国第一夫人做得并不到位，特别是在华盛顿的“隐
身”遭到了广泛批评

安倍昭惠（右）主动和梅拉尼娅（左）说话，
但梅拉尼娅态度却显得很清高

安倍昭惠开怀大笑，但
并非与梅拉尼娅互动，而是
听了导游的讲解后的反应

冷漠脸

仅有的几次交流也都是安
倍昭惠主动开口

超模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