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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意松绑核武器限制引担忧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等机构多
名人士表达担忧，批评这一政策“危险且带有冷战思维”
美国知情人士 9 日说，唐纳德·特朗普
政府有意松绑核武器使用限制、研发新型核
弹头，已就此拟定新版 《核态势评估》 报
告。预计特朗普本月晚些时候发表国情咨文
后将正式发布这份文件。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等机构多名人士表达担忧，批评这一政策
“危险且带有冷战思维”。

【最新报告】
乔恩·沃尔夫斯塔尔曾担任前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政府的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特
别顾问，最近看到特朗普政府拟定的 《核态
势评估》 报告，深感担忧。
英国 《卫报》 9 日以沃尔夫斯塔尔为消
息源报道，这将是美国时隔 8 年再次发布
《核 态 势 评 估》 报 告 ， 预 计 1 月 底 正 式 公
布。报告经过多番修改，沃尔夫斯塔尔相信
他看到的是最终版本。
报告说，美国有意放宽核武器使用条
件。例如，即便遭遇非核武器攻击，只要造
成大规模死伤，或受攻击目标为美方重要基
础设施、核武器部队指挥所等，美方就有可
能动用核武器还击。
报告还说，美方打算为“三叉戟”潜射
导弹研制一种新型低当量核弹头。按照沃尔
夫斯塔尔的说法，研制低当量核弹旨在震慑

俄罗斯勿在东欧地区动用战术核弹头。
另外，美国先前指责俄罗斯研发新型陆
基巡航导弹，认为此举违反 1987 年 《苏美
两国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
《中导条约》）。新版报告说，作为反制措
施，美方将着手重新引入一种海基巡航导
弹。
据沃尔夫斯塔尔透露，报告在多番修改
过程中已经放弃不少偏激内容，“最终版本
没有前几版那么极端，也减少许多糟糕内
容，但还是足够糟”。

【引发担忧】
新版 《核态势评估》 报告引发不少担
忧。一些积极推动军备控制的人士担心，美
国着手研制更小型、更“便于使用”的核武
器，会增加爆发核战争的风险。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
斯·克里斯滕森分析，新版报告的逻辑是，
如果美国仅拥有大当量的核武器，那么“一
个或多个敌对国家容易孤注一掷地以为：美
国不敢轻易使用弹道导弹，因为弹道导弹
（所携核弹头） 具有更大当量。这样一来，
美国相当于‘自我震慑’，变得束手束脚”。
为避免其他国家“吃定”美国不敢放大招，
美国有必要研发低当量核弹头。
按照克里斯滕森的说法，其实，“根本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人这样
思考问题”。
沃尔夫斯塔尔认为，美国早就拥有多种
型号的低当量核武器、B61 航空核炸弹和空
基巡航导弹，研发新型低当量核弹头“完全
没必要”
。
沃尔夫斯塔尔说，给“哥伦比亚”级战
略核潜艇配备低当量战术核武器是“非常愚
蠢的举动”，因为一旦发射核导弹，就会暴
露这一水下杀手锏的位置。
“为了让核潜艇隐身，我们为每艘潜艇
花费 50 亿美元，在每艘潜艇上配备大量核
弹头，而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给其中一枚
导弹配上低当量弹头，先发射这枚导弹，
（于是暴露潜艇位置），结果潜艇更容易成为
打击目标，”沃尔夫斯塔尔说，“从海军策略
角度看，这不具有可持续性。
”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会长达里尔·金博尔
对新版 《核态势评估》 报告显现的“冷战思
维”表达担忧，认为美国松绑核武器使用限
制既危险又没必要。
金博尔在 《今日军备控制》 杂志网站上
写道：“美国已经拥有一系列核武器。没有
证据显示，拥有更多‘便于使用’的 （低当
量） 核武器能增强对敌方的震慑力，或能迫
使敌方在选用武器时作出不同选择”
。
（新华社专特稿）

是任期内目标

据新华社首尔 1 月 10 日电（记
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总统文在寅
10 日说，解决朝核问题、巩固和
平是他任期内的目标。他还强调朝
鲜半岛不能再次发生战争。
文在寅当天上午在青瓦台迎宾
馆举行的 2018 年新年记者会上表
示，他不希望半岛立即实现统一。
韩方外交和国防的终极目标是防止
半岛生战，通过构筑半岛和平让国
民生活和平安定。
他表示，将全力以赴让今年成
为朝鲜半岛和平的新元年，为解决
朝核问题和构筑半岛和平开启更多
对话与合作。他再次强调，朝鲜半
岛无核化是通向和平的过程和目
标，半岛无核化是韩方的基本立
场，决不让步。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文在寅
说，如果在改善南北关系和解决朝
核问题方面有需要，他对包括首脑
会谈在内的任何会晤都持开放态
度。但若要举行首脑会谈，需要具
备会谈的条件，并保证会谈能产生
一定程度的结果。
就《韩日慰安妇协议》，文在寅
表示，不能否认韩日政府间于 2015
年底达成协议的事实，妥善处理韩
日关系十分重要，但也要解开错误
之结，
回归真实正义的原则。

冬季风暴

赞比亚

导致美国至少 5 人死亡

逾2800人感染霍乱
64 人死亡
据新华社卢萨卡 1 月 9 日电
（记者彭立军）赞比亚卫生部长齐
塔卢·奇卢菲亚 9 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赞比亚全国累计感染霍乱
的病例已达 2802 人，其中 64 人死
亡，目前赞全国共有 218 名霍乱患
者正在接受治疗。
奇卢菲亚说，卫生部将从 10
日起在卢萨卡主要疫区为 200 万人
接种霍乱疫苗，整个过程将持续 7
至 10 天。
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当
天视察了位于首都卢萨卡国家英
雄体育场的霍乱治疗中心。伦古
说，政府将采取措施提供安全的
饮用水及垃圾处理设施，以有效
控制霍乱疫情。他希望相关机构
能从此次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
制定长效措施避免疫情再次暴发。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治疗中
心有供男性、女性和儿童使用的 3
间病房，病人 50 余人，每间病房
配备 5 至 8 名医护人员。
去年 10 月，赞比亚发现霍乱
疫情，近期疫情日趋严重，我驻
赞大使馆已多次发布霍乱安全提
醒，请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赞
比亚。9 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杨
优明会见了奇卢菲亚，双方就霍
乱疫情防控工作、中国向赞抗击
霍乱疫情提供援助等交换了意见。

文在寅说解决朝核问题

新华社洛杉矶 1 月 9 日电 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消防局
9 日发布消息说，近日横扫加州南
部的冬季风暴导致该县至少 5 人
死亡。随着救援的进展，死亡数字
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地部分居
民已经被疏散，多条高速公路被临
时关闭。
南加州 8 日遭遇今年第一场冬
季风暴带来的强降雨。降雨 9 日凌
晨在圣巴巴拉县、文图拉县等地引
发泥石流灾害，多所民房被冲毁。

美国加州发生泥石流

至少 13 人死亡

1 月 9 日，在美国圣巴巴拉县蒙特西
托，工作人员清理树枝和瓦砾。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警方 9 日
说，冬季风暴所引发的泥石流在该县造成
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 13 人。 （新华社发）

读博数月即获学位 穆加贝妻子受调查
津巴布韦前“第一夫人”格雷丝·穆加贝
三年前在一所大学就读几个月，没有发表论
文，就获得博士学位。反腐部门正调查其中是
否有“猫腻”
。
路透社 9 日报道，津巴布韦反腐委员会调
查组主管古德森·恩古尼说：“我们接到津巴
布韦大学社会学系有关格雷丝·穆加贝如何获
得博士学位的举报，正在调查。”
津巴布韦大学社会学系认定，格雷丝
2014 年进入这所由时任总统、丈夫罗伯特·

穆加贝兼任校长的高校就读，短短几个月便拿
到博士学位，“很可疑”
。
津巴布韦媒体报道，格雷丝的“粉丝团”
称她为“国民博学母亲”，政府官员给她“点
赞”。但批评者说，格雷丝根本没有学习，也
没有承担研究工作。
法新社报道，津巴布韦政局突变期间，津巴
布韦大学学生抵制期末考试，呼吁收回格雷丝
的博士学位，要求穆加贝下台。路透社说，穆加
贝辞职后，这对夫妇十分低调。
（新华社微特稿）

瑞士八旬老汉
蒙面抢银行
瑞士一名八旬老汉因涉嫌抢劫
银行，近日被警方逮捕。
美联社 9 日援引瑞士卢塞恩州
检方的话报道，这名男子现年 80
岁，8 日在卢塞恩地区被捕。次日
他承认自己去年 12 月蒙面抢劫了
卢塞恩市附近一家银行。依据瑞士
法律，检方未透露男子姓名，也未
公布案件详情。
在警方发布的犯罪嫌疑人照片
中，这名男子抢劫时戴黑色面罩，
手抓一个装钱的蓝色塑料袋，徒步
逃跑。警方未说明涉案金额，仅说
尚不清楚老汉抢劫时是否持械。
（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