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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过“三八”节：全民放假
□据新华社消息
在俄罗斯，“三八” 妇女节是非
常重要的节日。 今年的“三八”妇女
节，俄罗斯更是连休 4 天。
在俄罗斯人眼中，3 月 8 日已不
单纯是女性的节日，而是全民放假。
虽说如此，女性仍是节日的主角。 这
一天，上至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下至
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在俄罗斯都能
得到来自男士的祝福和礼物。 在俄
罗斯，“三八”节好似情人节、母亲节
和儿童节的融合。
街上卖花的摊点明显增多，地
铁口、商场入口、地下通道甚至街道
上，到处都有售卖鲜花的老奶奶。 在
经历了漫长冬季的莫斯科， 鲜花着
实让人惊喜。
近日， 超市里各种包装精美的
巧克力、糖果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家超市的主 管亚历山大对 记 者
说：“女人们没有太多节日。 她们整
天操劳，准备食物、收拾房间、关心
孩子……只有‘三八’节是专属她们

的节日，只有在这一天，她们可以喘口
气，忘掉一切，享受男人们的关爱。 ”
“三八”节是俄罗斯姑娘加琳娜
最喜欢的节日。 她对记者说，因为这
个节日代表着冬天的结束和春天的
开始，它带给人们希望。 鲜花更是她
的最爱，这是美丽、爱情的象征。 所
以，“三八”节在俄罗斯也被称作“春
天、爱情和美丽的节日”。
鲜花始终是这个春天节日的主
角。 俄罗斯人爱花，“三八”节女性最
喜爱的礼物也是花， 她们甚至会攀
比收到的鲜花数量。 社会调查机构
列瓦达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 超过
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在“三八”节有
送鲜花的习惯，远远超出不久前“祖
国保卫者日”(2 月 23 日，又称“男人
节”)的购买需求。
为保障“三八”节的鲜花供应，
莫斯科市政府开设了 800 多个鲜花
销售点， 紧急调运了 1000 万枝鲜
花。 尽管如此，随着“三八”节临近，
莫斯科市面上的鲜花价格仍是一涨
再涨，这已是多年的“传统”。

对于商家，每年的“三八”节也是
购物高潮”。 数据显示，“三八”节前
“
俄网购商品数量增加了 1 倍，而“男
人节” 网购商品数量只增加了 50%。
更有不少俄罗斯人从中国网购商品。
如果“三八”节只想要鲜花和巧
克力， 那你就落伍啦！ 当今的俄罗
斯，人们讲求的是让男人承担更多。
加琳娜对记者说， 她爸爸每年新年
和“三八”节都要承担起全部家务。
不仅如此， 如今的俄罗斯女性
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提到俄罗斯女性政
治人物， 最先想到的就是议长马特
维延科，她 4 日在《消息报》撰文，呼
吁女性更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
显示，93%的俄罗斯人认为， 女性从
事商业活动丝毫不比男性差，较
1991 年的 57%有明显上升， 而对女
性持怀疑态度者只占 5%。 而认为完
成学业后男性和女性在找工作上有
同等机会的比例也从 1991 年的 39%
上升到了 56%。

美军空袭炸死 150 名
索马里
“青年党”武装分子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防部 7 日说， 美军在
5 日一次空袭行动中炸毁索马里
“青年党”一个训练营，并炸死至
少 150 名“青年党”武装分子。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当
天说， 此次空袭针对的是索马里
首都摩加迪沙北部约 193 公里的
一个“青年党”训练营。 据美军估

计， 当时该训练营有约 200 名武
装分子。
戴维斯说，美军情报显示，这
些武装分子当时正在接受训练，
准备向美军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
特派团发动大规模袭击。
索马里“青年党” 是一个与
“基地” 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
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制
造袭击事件。

布隆伯格宣布
不参选美国总统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
布隆伯格 7 日发文宣布将不以独
立候选人身份角逐 2016 年美国
总统选举， 称做出这一决定的原
因是担心分散选票导致共和党人
唐纳德·特朗普或特德·克鲁兹当
选。

布隆伯格当天在其公司网站
发表署名文章，宣布了有关消息。
布隆伯格于 2002 年至 2013
年担任纽约市市长。今年 2 月，他
表示考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
2016 年总统选举。 有分析认为，
由于布隆伯格部分政策理念与民
主党接近， 他的加入将会分流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选票。

北约秘书长表示

北约将加大力度
在爱琴海打击偷渡
□据新华社消息

等待

3 月 7 日，在希腊靠近马其顿边境的伊多迈尼，难民等待希腊和马其顿的边境开放。 欧盟与土
耳其于当天在布鲁塞尔举行关于难民危机的峰会。 自欧洲难民危机发生以来， 经由希腊等巴尔干
地区国家抵达德国直至北欧国家已成为难民迁移的一条主要路线。 由于马其顿等国陆续在陆上通
道对难民实施边界限制，大批难民滞留在希腊境内。
新华社 发

供应减少促国际油价大幅反弹
□据新华社消息
由于低油价已迫使原油企业开
始减产， 国际油价近来大幅反弹。 7
日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大涨
5.51%，收于每桶 37.9 美元。 国际油价
从最低点反弹至今涨幅已超 40%。
尽管全球原油库存仍处于高
位， 但市场交易人士更关注的是供
应方面的变化。 事实上，高成本的美
国页岩油厂商已经开始减产。 美国
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 4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上周美国运营
的油田钻井数量连续 11 周下降。 美
国能源信息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也显
示，截至 2 月底的一周，美国日均原
油产量降至 907.7 万桶，已连续第六
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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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埃
德·莫尔斯指出，“我们终于看到了
美国原油产量的下滑， 市场可能已
经筑底。 ”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河石控
股合伙人马克·帕帕预计，未来 6 到
12 个月， 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许多
企业将破产， 存活下来的企业在未
来经营中将变得非常谨慎， 整个行
业会更加成熟。
纽约油价 2 月 11 日跌至 12 年
来最低的每桶 26.21 美元。 此后，石
油出口大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
内瑞拉和卡塔尔宣布就冻结石油产
量达成共识， 国际油价从低点逐步
走高。 俄罗斯表示，欧佩克和非欧佩
克产油国可能在 3 月底举行会谈。
英国能源视线咨询公司首席石
油分析师阿姆里塔·森说，由于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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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缺乏资金，美国、亚洲、北海及
俄罗斯等地的原 油 产 量 都 出 现 下
滑，而这只是减产的开始。
瑞信集团日前发布报告预计，
国际原油价格有望在 5 月份回升到
50 美元水平。 报告称， 随着供应减
少， 原油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正在
改变。 报告还指出，更重要的是，全
球经济“并没有滑向衰退”，市场对
原油的需求仍然保持强劲。
资深交易员、 石油经纪公司派
拉蒙期权总裁雷蒙德·卡本表示，原
油市场的悲观情绪从 2 月份以来已
经有所转变， 促使部分投资者由做
空转向做多油价。 但他认为，近来的
反弹或已接近短期高点，“最近的反
弹令人振奋， 但大部分市场参与者
都不认为市场震荡已经结束”。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7
日表示， 北约将加大力度在爱琴
海打击偷渡。
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布鲁塞
尔北约总部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
奥卢就难民危机等问题举行会
谈。 斯托尔滕贝格在会谈后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 北约将加大力度
在爱琴海打击偷渡。
斯托尔滕贝格说， 土耳其
承受了这场难民危机的严重冲
击。 北约军舰已部署到爱琴海

海域收集情报并实施监视，与
土耳其、 希腊以及欧盟边境管
理局共享信息， 打击人口走私
贩运网络。
对于叙利亚问题， 斯托尔
滕贝格表示， 北约将在土耳其
与叙利亚边境加强情报搜集以
及监视和侦察。 他强调停火是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
的基础。
北 约 成 员 国 在 2 月 11 日
的国防部长会议上决定派出海
上军事力量协助应对欧洲难民
危机。

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
连续两天遭袭致 18 人死亡
□据新华社消息

伤。

据叙利亚通讯社 7 日报道，
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连续两天
遭迫击炮和火箭弹袭击， 造成至
少 18 人死亡。
报道说， 阿勒颇市 7 日遭迫
击炮和火箭弹袭击， 造成 5 名平
民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袭击还
造成居民房屋、汽车等受损。
此外， 阿勒颇市 6 日遭数十
枚迫击炮弹和火箭弹袭击， 造成
13 名平民死亡， 另有 40 多人受

另据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停火
协调中心 7 日通报， 俄方在过去
24 小时内监测到 8 次违反停火
行为，分别位于阿勒颇省、伊德利
卜省和哈马省。
美 国 与 俄 罗 斯 2 月 22 日
就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达成协
议，停火协议从 2 月 27 日开始
执行，但停火不包括打击“伊斯
兰国”、“支持阵线”等由联合国
安理会认定的恐怖组织的军事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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