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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多年来巴基斯坦人
口快速增长的趋势一直很明显，
各地学校、诊所及贫穷小区越来
越拥挤。但直到2周前人们才知
道问题有多严重。

据外媒9月9日报道，根据最
新公布的巴基斯坦自1998年以来
首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结果，这
期间人口增长了57%，达到2.077
亿人。这使得巴基斯坦超越巴
西，成为全球人口第5大国，仅次
于中国、印度、美国与印度尼西
亚。

报道援引《华盛顿邮报》报道
称，巴基斯坦的出生率虽然逐年
下降，但仍惊人的高。当地出生
率达千分之二十二，与玻利维亚
和海地相当，也在全球非洲以外

地区名列前茅。
专栏作家扎希德·侯赛因最

近在巴基斯坦《黎明报》写道：“人
口爆炸的炸弹已经威胁到整个国
家的未来。”他指出，巴基斯坦
60%的人口不到30岁，接近1/3人
口活在贫穷中，且只有58%的人
识字。

一些专家估计，即使生育率
放缓，巴基斯坦人口到了本世纪
中期仍可能再增加一倍。这将令
用水及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灾难般
的压力，医疗与教育服务将被需
求淹没，同时制造数千万失业人
口。

然而这份人口普查结果，却
未激发出新的解决人口危机的想
法，反而引发一连串争论，认为部

分地区人口可能高估或低估，或
是本应列为乡间人口的却被列入
城市人口。这些口水战无异于政
治资源及资金的争夺战，包括地
方议会席次及中央政府补助款金
额。

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密切注
意更广泛的问题，其中一位是旁
遮 普 省 人 口 福 利 局 的 官 员 希
林。她的任务是说服巴基斯坦
家庭减少生育，以及提供他们避
孕的通道；但她也强烈意识到阻
碍重重。

希林说：“我们面临的是贫穷
加上文盲这样的致命组合。改变
人们的观念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我们没有足够时间来解决。”

（参考）

IMF警告：
人口老化拖累经济

本报讯 据新加坡媒体9月8
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拉加德9月7日在韩国首尔
一场探讨“亚洲经济挑战”的会议
上警告，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
亚洲国家的人口快速老化将拖慢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步伐。

研究显示，亚洲是世界人口老
化得最快的地区，据预测，2050年
亚洲人口将出现零增长。其中，日
本将成为第一个“超高龄”国家，即
全国总人口中有28%为65岁或以
上老人。韩国到2030年将有20%
人口为65岁或以上老人。（环球）

总人口突破2亿超越巴西

巴基斯坦成为全球人口第五大国

本报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
日接待了到访的科威特国家元首
萨巴赫，盛赞对方及美科关系。
不过，私底下，特朗普表达了对萨
巴赫的“嫉妒”，称后者的座机比
他的大。

美国“政治”网站9月8日披
露，会晤萨巴赫后，特朗普在白宫
与民主党籍国会议员代表见面时
表示，萨巴赫的座机让他“印象深
刻”，因为比他的座机大，可能长
了多达30米。

特朗普所指的应是他的私人
飞机，一架波音757-200，因为他
的总统专机是波音 747，与萨巴
赫的座机型号相同。

特朗普的私人专机外部有
巨大的金色“特朗普”字样。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专机内
部有餐厅、主人卧室和客人卧
室，甚至还有淋浴间。 （新华）

特朗普眼红
科威特元首座机

“他的飞机比我的大”

英国名校剑桥大学正考虑是否
允许学生今后用平板电脑或笔记本
电脑答卷，因为越来越多学生手写
的答案字迹难以辨认，令老师头疼。

作为数字教育战略的一部分，
剑桥大学正在就改革答题方式征求
学生意见。不过今年初，剑桥已经
开始在历史和古典文学专业考试中
试点电脑输入式答题。

“除了考试，他们几乎
不用手写字”

历史系教师莎拉·皮尔索尔告
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教师对
学生书写能力下降的担忧已不是一
两年，字迹越来越难辨认，不仅对老
师，就是对学生也是问题。她说，因
字迹无法辨认，学生在暑假被叫回
学校、当面向老师朗读自己答案的
案例与日俱增。

皮尔索尔认为，学生书写能力
下降“绝对是趋势”，因而用电脑输
入作答的方式“非常值得推荐”。“15
或者20年前，学生们每天用手（握
笔）写字的时间通常有数小时。但
是现在，除了考试，他们几乎不用手
写字。”她说。

剑桥大学一名发言人说，校方
考虑改革答题方式，是因为学生们
抱怨，他们在学习中几乎已经不动
手写字。

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安东尼·塞
尔登也认为，用电脑输入答题是“不
可避免”的趋势，用不了几年就会在
大学普及。

“手写正在急速减少，我们不得
不接受这个事实。”塞尔登说，“绝大
多数学生本能地用电脑打字，对教
育而言，手写已经成为一种选择而
不是必须。”

“生活节奏太快了，以至于每个
人的字迹都像医生开的处方一样
（难以辨认）。”塞尔登说。

笔迹专家反对：手写
笔记有助学习

另一方面，反对用电脑答题的也
不乏其人，担心这样做将会使手写沦
为只能在怀旧时才能想起的事物。

笔迹专家特蕾西·特拉塞尔说，
随着平板电脑和社交媒体兴起，人
们使用键盘打字的时间的确比用手
写字多得多，但是学生必须坚持手
写，特别是做笔记时，因为手写能加
深记忆。

诺 丁 汉 大 学 教 育 学 副 教 授
简·梅德韦尔担心，如果大学开电
脑打字答题的先例，中小学可能
会效仿。 （新华）

学生字迹惨不忍睹

剑桥大学考虑
用平板电脑考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
日越过共和党，与民主党联手，
成功通过救助飓风灾区、短期提
升政府债务上限和延长政府开
支的一揽子法案。美国媒体报
道，在与民主党的直接“约会”
中，特朗普不仅亲热称呼纽约州
州长安德鲁·科莫为“我的州
长”，还与参议院少数党（民主
党）领袖查克·舒默调侃逗乐，似
乎此前从未发生过痛骂舒默的
不快。

90张反对票全部由
共和党人投下

美国国会 9 月 5 日复会，特
朗普 9 月 6 日即与民主党合力，
将救助飓风灾区、短期提升政府
债务上限和延长政府开支三者
捆绑为一揽子法案。在民主党
人全力支持、众多共和党人反对
的情况下，法案在参众两院快速
获得通过，9 月 8 日经特朗普签
署成为法律。

在9月8日举行的众议院投
票中，90张反对票全部由共和党

人投下。共和党领导层原本希望
通过６个月甚至18个月的债务上
限上调方案，避免一再为此向民
主党妥协，甚至因此影响明年国
会中期选举选情。

然而，特朗普却另有打算。
在与民主党高层的会晤中，特朗
普与舒默等人友好互动，完全不
为他痛骂舒默为“小丑”的过往所
影响。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共和党
人彼得·金说，他们看上去默契十
足，“如果你是局外人，看到眼前
的景象绝对想不出过去8个月都
发生了什么”。

“谜”一般的协商谈
判能力

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１月
上任以来一直在讨好保守派共和
党人，现在却一反常态，完全没有
意识形态和党派忠诚方面的顾
虑。就过去一周的表现而言，特
朗普就像“独立派总统”。

特朗普转投共和党之前，曾
是民主党人。就职总统后，他多

次对共和党无法在废除“奥巴马
医改”等重大议题取得进展表示
失望。

一揽子法案 9 月 8 日过关
当天，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嘲
讽 共 和 党 人 ：“ 共 和 党 人 ，对
不起了，但那些废除和改革的
话 我 听 了 7 年 ，最 后 都 是 空
谈。”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联手
民主党，出发点可能不仅在于暂
时性的避免债务违约，更是为推
动税改创造空间。特朗普上任
后，一直视民主党人为障碍，此番
即便与民主党交好，好景也恐不
长。

艾奥瓦州联邦众议员、共
和党人史蒂夫·金认为，特朗
普有“谜”一般的协商谈判能
力。

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达
雷尔·伊萨在9月8日投票中投下
赞成票。他说，当共和党人无法
独自解决问题时，需要获得民主
党的帮助，“这时总统有责任承担
中立裁判的角色”。

（新华）

与民主党直接“约会”展示“独立派总统”范儿

特朗普成“墙头草”，共和党人“不意外”

9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举行会晤。从左往右（坐者）依次为：特朗普、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
康奈尔、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 （新华社/美联）

9 月 10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阿灵顿，人们在五角大楼“9·11”事
件纪念园悼念“9·11”事件遇难者。

新华社记者 颜亮 摄

美国民众悼念
“9·11”遇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