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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战机坠毁也门

两名飞行员生还,双方对坠机原因各执一词

一架沙特
阿拉伯战机 7
日在也门执行
任务期间坠毁，
两名飞行员得
以生还。围绕
这架战机为何
坠毁，沙特领导
的多国联军与
也门胡塞武装
各执一词。

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说，一
架沙特战机 15 时 40 分“由于技术故障”在也
门境内“交战地带”坠毁。联军方面随后成
功营救两名飞行员，把他们安全送回沙特。
多国联军在一份声明里承认，联军出动
地面部队，在空中力量配合下救出两名飞行
员。联军没有交代更多详情，如具体坠机地
点以及敌方回应。
也门胡塞武装掌控的马西拉电视台报
道，胡塞武装宣称在也门北部与沙特接壤的
萨达省击落这架沙特战机，认定那是一架英
制“旋风”战斗轰炸机。按照胡塞武装的说
法，战机坠毁在沙特境内。
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
那，后又占领南部地区，迫使总统阿卜杜拉

美指俄
干涉墨西哥选举
墨西哥一家媒体上周末发布
视频，显示一名美国白宫高级官员
指认俄罗斯干涉墨西哥总统选举。
在由墨西哥《改革报》一名记
者近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布的
视频中，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说，
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涉定于今年 7
月举行的墨西哥总统选举。
视频拍摄场合，是麦克马斯特
去年 12 月 15 日在位于华盛顿的詹
姆斯敦基金会发表演讲。他说，美
国政府担心俄罗斯利用先进的网
络工具发布不实信息。他没有具
体说明俄罗斯用何种方式寻求影
响墨西哥选举。
路透社 7 日报道，白宫尚未对
这段视频作出回应。
自去年年末起，一些墨西哥媒
体指认俄罗斯干涉选举。俄罗斯
方面回应，说这一指认缺乏事实依
据，意在分化俄墨关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外
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去年 11 月
17 日与到访的墨外交部长路易斯·
比德加赖会晤后，批评墨西哥媒体
散播谣言。
“我在猜想这种说法从何
而来，
唯一能确认的是，
这一说法毫
无事实依据、
意图破坏俄墨关系。
”
巧合的是，
拉夫罗夫当时暗示这
些说法由美国炮制。另外，
拉夫罗夫
指责美国对
“今日俄罗斯”
等俄罗斯
媒体采取
“完全无法容忍的手段”
，
俄
方将
“以对等方式”
予以回击。
墨西哥定于 7 月举行总统选
举。墨西哥法律规定，获得简单多
数的候选人当选总统，无需第二轮
投 票 ；总 统 任 期 为 6 年 且 不 得 连
任。墨现任总统恩里克·培尼亚·
涅托将卸任。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指责俄罗
斯“干涉选举”。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 2017 年
1 月初共同发布报告，指责俄罗斯
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俄政府多次
否认并指责美方试图借此转移国
内民众注意力。
（据新华社微特稿）

布·曼苏尔·哈迪前往沙特避难。2015 年 3
月，沙特等国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
行动，
频繁空袭打击胡塞武装。时至今日，
胡
塞武装仍然控制着萨那和也门北部大部分地
区，
哈迪则在南部城市亚丁建立临时首都。
过去两年多来，多次发生沙特、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等国战机在也门坠毁的事件，飞
行员丧命并不罕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 2015 年 3 月以
来，也门战乱造成超过 8750 人死亡。另一
些统计称，也门超过 1 万人死亡、300 万人流
离失所，
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2017 年 12 月 4 日，也门前总统阿里·阿
卜杜拉·萨利赫在逃离萨那途中被胡塞武装
打死。2014 年底，萨利赫的武装力量与胡塞

武装结成同盟，希望共同对抗哈迪领导的也
门政府以及后来介入也门局势的多国联
军。但同盟双方在诸多问题上未能达成一
致，分歧和猜疑日渐加剧，直至彻底反目。
先前由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
本月 7 日宣布，选出前副总理萨迪克·阿明·
阿布·拉斯出任新党首。这一动向颇受关
注，尤其是这一政党今后将如何对待胡塞武
装引发不少猜测。
全国人民大会党在 7 日声明中谴责沙特
“侵略”也门，誓言将继续抵御外侮，但没有
提及对胡塞武装的态度。不过，全国人民大
会党呼吁胡塞武装释放先前扣押的全国人
民大会党成员，包括萨利赫的家族成员和部
下。
（据新华社专特稿）

南北两重天

美国极寒 澳大利亚极热
受北极冷空
气侵袭，美国东
海岸多地 7 日创
下最低气温纪
录，自来水管冻
裂，水管工一时
间严重短缺。
而在南半
球，正值夏季的
澳大利亚悉尼酷
热难耐，遭遇将
近 80 年来最高
气温，一些民众
甚至尝试直接在
马路上煎鸡蛋。
美国东北部遭暴风雪袭击，波士顿降下大雪，积雪
清理工作进行中。
新华社发

陷受贿新指控
朴槿惠资产或遭冻结
韩国国家情报院向前总统朴槿
惠
“进贡”一案检方又有新动作。首
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8 日请求法院冻
结朴槿惠的财产，以便她被判有罪
的情况下没收其财产。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说，一旦
法院批准冻结，朴槿惠将不得动用
银行存款或处置房产，包括出售、转
让或租赁。冻结可能持续到国家情
报院贿赂案审判结束。
4 日，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提
出朴槿惠受贿并造成国库损失的新
指控，称她在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间收受国家情报院 36.5 亿韩
元（约合 2220 万元人民币）贿金。
韩联社报道，
截至2016年年底，
朴槿惠的个人资产估计在 37 亿韩元
（约合2251万元人民币）左右。由于
亲信干政丑闻曝出后官司缠身，
她支
付了大笔律师费，
这一数据如今恐有
变化。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创下低温纪录

澳大利亚近 80 年来最热

埃及归国前总理
放弃竞选总统

连日来，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罕见极寒天
气，多座城市的气温 7 日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马萨诸塞州伍
斯特 7 日最低气温为零下 23 摄氏度，刷新了
1942 年零下 21 摄氏度的最低纪录；罗得岛州
普罗维登斯 7 日最低气温为零下 19 摄氏度，刷
新 1912 年零下 18 摄氏度的最低纪录；康涅狄
格州哈特福德 7 日气温降至零下 22.8 摄氏度，
刷新 1912 年零下 17 摄氏度的纪录；马萨诸塞
州首府波士顿 7 日最低气温为零下 19 摄氏度，
与 1896 年最低纪录持平。
此前一天、
即6日，
美国东北部最高峰华盛顿
山的气温跌至零下 38 摄氏度，接近历史最低温
度，
在大风中的体感温度则低至零下69摄氏度。
过去几天，暴风雪给美国东北部一些地区
带来 46 厘米降雪量。南卡罗来纳州最繁忙的
查尔斯顿机场正在加紧清扫跑道冰雪，以便恢
复正常运营。包括马萨诸塞、罗得岛等东北六
州在内的新英格兰地区频繁遭遇自来水管爆
裂、消防栓封冻等情形，需要大量维修作业，水
管工严重短缺。

澳大利亚气象部门说，新南威尔士州悉尼
地区 7 日最高气温达到 47.3 摄氏度，逼近 1939
年 47.8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
不少澳大利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花式晒
图”，例如各种动图，以吐槽酷热天气。不少
人尝试直接在马路上“煎鸡蛋”，以展示高温
程度。
新南威尔士州气象局预测，悉尼地区的气
温今后几天可能继续上升。悉尼警方呼吁市民
避免暴晒、注意补水，提醒说把儿童或宠物独自
留在汽车内是违法行为。高温下，儿童或宠物
若被独自留在车内，
非常容易闷热致死。
一些专家特别提醒澳大利亚民众注意防
晒，例如使用防晒霜、穿长袖衬衫、戴帽子。澳
大利亚抗癌协会说，澳大利亚民众罹患皮肤癌
的几率在全球排名靠前，一般认为过度晒太阳
会增加患皮肤癌风险。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说，酷热再加大风
天气，容易酿成火灾。截至 7 日夜间，全州发生
20 起火灾，其中 4 起火势处于失控状态。
（据新华社专特稿）

埃及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
7 日说，他不会以候选人身份参加
今年上半年总统选举。媒体预测，
随着沙菲克退出竞选，埃及现任总
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的连任
前景愈发明朗。
“我已经决定不参加 2018 年总
统选举。”
沙菲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沙菲克曾任埃及空军参谋长、
司令和航空部长。2011 年 1 月，时
任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遭遇大规
模示威，沙菲克临危受命出任总理，
在穆巴拉克下台后黯然辞职。
2012 年 5 月总统选举中，他以
微小差距败给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
穆罕默德·穆尔西，随后出走他国。
他的政治对手认定，这是
“外逃”，意
在躲避多项贪腐指控。不过，沙菲
克所涉大部分案件已被裁定无罪或
者撤诉。
（据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