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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普京第三度接掌象征俄罗斯
军事威慑力的"核按钮#!此后的$个小
时内!签署了%&项总统令$ 总统令涵盖
俄政治%经济%医疗保障%科学教育%居
民住房%种族和谐%国防武装等政策$ 舆
论评价普京并未流连于就职的荣耀和
人群的掌声!而是急于出手做事$
普京下令'年内增加()**万个就
业机会%对内投资额&年内增速达+,的.)/%$年达到.0/等等目标&$年内
将居 民 实 际 工 资 提 高 %12 至 %3) 倍 & 降
低疾病死亡率!保障药品供应&加强中

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增加科研经费&
增加住房按揭贷款!'年内为$*/俄罗
斯家庭提供经济舒适的住房& 俄武装
力量及军事机构'年内装备现代化达
到0*/&他还签署一项外交法令!定调
俄与美国%欧盟%亚太等国家及地区的
关系$
用4小时平静地完成了就职仪式!
用$小时签署文件! 此间舆论评价普京
"看起来并未流连于就职的荣耀和人群
的掌声!而是急于出手做事'$
眼下! 俄民众对普京在大选前的0

篇竞选纲领翘首观望!反对派则质疑他
如何兑现承诺!正如普京在就职演说中
的陈辞!"俄罗斯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需以更高的水平和质量去解决问
题'!"埋头做事'的姿态!是对民众最现
实的抚慰%对质疑者最有力回答!亦是
总统权威的真正展示$
普京在当日签署的外交法令中称!
俄有意致力于改善俄美关系!使之转向
战略层面的双边合作!但不容许美干涉
俄内政!且重申!要求美国就导弹防御
不针对俄罗斯提供切实的保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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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在普京0日正
式出任俄罗斯总统后!日本政府有意与
普京直接对话!为两国间有争议的千岛
群岛5日称北方四岛6打破僵局$
据悉!日本政府计划在本月%'日至
%"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安排首相
野田佳彦与普京会谈!希望争议岛屿的
问题能够有详细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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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一名!"多岁小新娘受虐事
件曝光后将近半年!阿富汗最高法院判
处三名虐待媳妇的婆家人!"年监禁$
去年!#月! 警方在巴格兰省从一
家人家的厕所里解救出一名遭囚半年
的!$岁新娘萨哈尔,古尔$古尔在包办
婚姻中嫁到婆家后!遭婆家人毒打!被
抽去手指甲!打断手指!被烧红的铁棍
烙伤!甚至差点儿被迫卖淫!获救时已
奄奄一息$
阿富汗最高法院发言人阿卜杜
勒,奥马里$日告诉媒体记者! 法庭本
月!日判处古尔的公公%婆婆以及公婆
的一个女儿每人!"年监禁$
法庭同时判定古尔的丈夫和丈夫
的一个兄弟有罪$ 由于两人在逃!法庭
!.^"
决定抓捕后量刑$

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日本政府坚
持解决北方四岛归属问题%签署日俄和
平条约的基本方针$但由于俄罗斯欲与
日本进行更多经济合作!因此日方以此
为契机表明"不解决领土问题!日俄关
系难有成果'!从而促使俄方让步$但实
际上千岛群岛问题目前已陷入僵局$
因此在普京再次出任总统之际!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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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近日研究 发 现 !
恐龙排出的胃胀气可能是造成中
生代 ( !" # !"# $ % $%#&& & % )
气候变暖的原因之一$
研究人员认为!体型巨大的恐
龙产生的胃胀气温暖了我们的星
球!同时也可能是造成恐龙灭绝的
元凶$

英国科学家最新一项研究显
示!由于大型食草恐龙吞食大量的

据英国*每日邮报+0日报道!奥地
利的一个小镇推出一项极为新颖的"倒
立屋'景观!设计师把该镇的一栋房子
与屋内的物品都按照倒立进行设计!幼
童站在车库!能轻松地"举起'汽车$
该景观的设计师共耗费'个月才
完成这一新颖的景观! 吸引着众多游
客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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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佳彦决定派遣与普京有交往的前首
相森喜朗近期访问俄罗斯!从而在首脑
会谈之外确认普京意向$ 同时!日本政
府内也有意见提出!可依照森喜朗任首
相期间制定的方针!"先协商北方四岛
中的齿舞%色丹两岛的归属确认及率先
归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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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植物!活跃在恐龙内脏中的微
生物造成恐龙的胃里生成甲烷%二
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被释放到空
气中! 很可能导致当时气候变暖$
甚至!气候变化还会酿成灾难!或许
是导致恐龙最终走向灭绝之路的
原因$
研究报告刊登于最新一期*当
代生物学+杂志!由英国利物浦约翰
摩尔斯大学科学家大卫,威尔金森
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格
雷厄姆,鲁克斯顿的研究团队完成$

研究人员估测!所有恐龙一年
的气体排放量大约为)3.亿吨$ 他
们认为!这些气体是当时地球气候
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
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能吸收
太阳发出的红外线!将其保留在地
球的大气层中并导致大气温度上
升$ 之前的研究表明!中生代地球
的温度要比现在高%*摄氏度左右$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
气候变化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恐
龙应该可以逐渐进化以适应环境
的改变!这种说法有些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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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家畜排放的气体已经
成为全球甲烷排放的一个重要部
分$ 研究者们也用现有的数据来估
测蜥脚类恐龙是如何对气候造成
影响的$
科学家称! 人类活动促使全球
温室气体正常指数升高.3)倍! 牛和
其他家畜平均每年释放大约%亿吨甲
烷气体$这些家畜释放的气体仅是远
古时期恐龙释放量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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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0日报道!英国2.岁的基
斯,马丁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胖男
子! 他身高%30)米! 体重高达&$'公
斤!腰围长%3'米$ 由于行动不便!马
丁已终日卧在床上长达%%年!没有出
!-."
过家门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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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球邮报+)月$日报道!拥
有%&位妻子的斯威士兰国王姆斯
瓦蒂三世最近再次陷入婚姻危机!
其第六王妃德拉米妮于$日逃离皇
宫!声称姆斯瓦蒂三世在身体上和
精神上对她实行了长达数年虐待$

民主倡导组织"斯威士兰团结
网络'$日就此发表声明说-"姆斯
瓦蒂三世的第六位妻子永远地离
开了皇宫$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不
幸福!她的丈夫对他实行了数年的
身体和精神虐待$ '据一位皇家保
卫称! 德拉米妮起初是借口回娘
家!接着就没有了踪影$
德拉米妮是走出斯威士兰皇宫
的第三位王妃$ 据南非 *星期日时
报+报道!去年%.月!姆斯瓦蒂的第
十二位妻子拉杜比因与一保安人员
发生争执!被姆斯瓦蒂黏撵出皇宫$
斯威士兰是非洲唯一实行君
主立宪制的国家$ 这一内陆国家近
年来经济危机不断!%2*万人口中

有三分之二每天靠不到%美元过
活!但斯威士兰皇室显然不受该国
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所困扰!
姆斯瓦蒂三世不但拥有.亿美元
5约合%.3)亿元人民币6 的身家!被
*福布斯杂志+ 列为世界上第%)富
裕的君主!而且就在前不久!一名
匿名赞助者还送给他一架价值上
千万美元的私人飞机!供其与多位
妻子使用$
而对于此次的王妃出逃事件!
姆斯瓦蒂想必也没什么大烦恼!因
为根据斯威士兰惯例!身为国王的
他可以迎娶多位妻子$ 说不定在下
一次的芦苇舞节上!他又会觅得一
位新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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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英国伦敦消防队女负责
人% 现年&'岁的艾玛,卡尔被曝在网
上以"杰德'的名字出卖肉体$
在白天的工作中!卡尔管理着伦
敦"""名消防队员! 负责安排人员处
理紧急火灾事件$然而!到了晚上!卡
尔却过着另外一种不为人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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