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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际·时事

计划以兵变方式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

美国官员多次密会反叛军官
美国 《纽约时报》 8 日披露，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政府官员多次与委内瑞拉军
官秘密接触，讨论协助对方以兵变方式推
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
但最终决定“不插手”
。
就这篇报道，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回
应：委方早已揭露美方干涉他国内政的做
法，这次是由美国媒体提供证据。

【多人、多次】
《纽约时报》 以要求不公开姓名的多名
美国政府官员和一名委内瑞拉前任军事指
挥官为消息源报道，多名特朗普政府官员
曾多次与多名委内瑞拉军官秘密会面，讨
论兵变，但这类打算没有付诸实施。
消息人士说，这类密会去年至今年初

有多次，所谈及的拟议政变时间分别是
2017 年夏天和今年 3 月和 5 月。
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说：“我们对这些人
能办成事没有信心，也不知道他们代表哪
一方，不清楚他们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

【关切、干涉】
针对 《纽约时报》 的报道，美国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回
应，那是美国政府官员听取委内瑞拉军方
表达“关切”
。
“美国政府每天都在听取委内瑞拉各界
人士的关切，不管它们来自执政党成员，
还是安全部队，抑或是民间团体和数百万
被迫出逃的委内瑞拉公民。
”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豪尔赫·阿雷亚萨

回应，美国媒体的报道为委内瑞拉方面以
往对美方指认提供了证据。
“我们向世界揭露了美国政府打算干
涉（委 内 瑞 拉 内 政）和 支 持 委 内 瑞 拉 兵
变。美国媒体则公开了这类干涉做法的
最新证据。”

【动心、动武】
美国媒体今年 7 月报道，特朗普去年 8
月发出对委内瑞拉动武威胁，当时并非只
是“过嘴瘾”，的确动了“侵略”委内瑞拉
的心思，因而不顾助手劝阻，执意向拉美
国家领导人“兜售”这一设想。
今年 8 月 4 日，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
在首都加拉加斯的玻利瓦尔大道举行成立
81 周年庆祝活动，马杜罗参加并讲话。其

阿里夫·阿尔维宣誓

伊拉克议会
紧急会商南部冲突

就任巴基斯坦总统

巴基斯坦当选总统阿里夫·
阿尔维 9 日在首都伊斯兰堡总统府
宣誓就职，就任巴基斯坦新一届
总统。
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米
安·萨基卜·尼萨尔主持宣誓仪
式。巴总理伊姆兰·汗及其内阁
成员、陆军参谋长巴杰瓦、部分
外国使节等出席仪式。
9 月 4 日，巴基斯坦举行总统
选举，阿里夫·阿尔维作为执政
党正义运动党候选人，以较大优
势击败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
夫派）等党派支持的法扎勒·拉赫
曼和人民党支持的艾察兹·阿赫
桑，当选新一届总统。
阿尔维现年 69 岁，早年是一
名牙医，是正义运动党的主要创
始人之一。2006 年至 2013 年，阿
尔维任正义运动党秘书长。2013
年，阿尔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
今年再度当选。
（据新华社）

以色列建高墙
防黎巴嫩真主党
以色列正在与黎巴嫩绵延超
过 130 公里的边界线建造“防护
墙”，以防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成员
“潜入”以色列，防护墙高 9 米。
国防军边境防护墙建造主管
埃兰·奥菲尔准将通报，以方已
经沿以黎边界线建起 11 公里“防
护墙”。工程总预算 17 亿新谢克尔
（约合 4.7 亿美元）。
一处施工现场，尘土飞扬，
挖土机和推土机等工程机械处于
作业状态。9 米高“防护墙”下，
延伸一条沥青路。在“防护墙”
另一侧，3 名黎巴嫩士兵表情严
肃，身处高出“防护墙”几米的
观察哨所，注视以方一侧的以军
官兵和媒体记者。
以色列沿以黎边界线建“防
护墙”是为应对新一轮潜在冲突
所作准备。
（据新华社专特稿）

间，几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驾驶飞机试图
攻击马杜罗，没有成功。马杜罗无恙，7
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受伤。
马杜罗指认行刺策划者包括位于美国
佛罗里达州的“恐怖主义据点”。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否认美国
政府与这起未遂行刺图谋相关。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自乌戈·查韦
斯 1999 年就任委总统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
态，即使查韦斯 2013 年 3 月因癌症去世。
美委两国 2010 年 7 月以后没有互派大使。
2017 年以来，美国以“民主和人权”为由
不断扩大对委经济和金融制裁。今年 5
月，委内瑞拉政府驱逐美国驻委使馆代办
和美国驻委使馆政治处负责人，美国随后
作出对等回应。
（新华社专特稿）

9 月 9 日，朝鲜在平壤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花车游行，热烈庆祝建国 70 周年。

新华社发

破传统 奥巴马
“返场”拉票
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8 日参加一场
竞选集会，呼吁选民在 11 月国会中期选举中
投票，帮助政坛“恢复理智”，同时批评继任
者、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奥巴马打破了美国卸
任总统尽量在政坛保持低调、克制批评继任总
统的传统。
（据新华社专特稿）

伊拉克议会 8 日举行紧急会
议，讨论南部局势。伊拉克总理海
德尔·阿巴迪说，伊拉克第二大城
市巴士拉骚乱背后有“政治颠覆活
动”，他已下令安全部队予以打击。
当天紧急会议应伊拉克什叶派
宗教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要求举
行。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行走者
联盟”在今年 5 月举行的伊拉克国
民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议席，已经
联手总理阿巴迪所属阵营，寻求组
建新一届政府。
议会 329 名议员中，172 人出
席会议，阿巴迪和多名内阁部长
与会。阿巴迪指认巴士拉骚乱中
存在带有政治动机的“颠覆活
动”。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誓言
严厉回击。
以巴士拉市为首府的巴士拉省
是伊拉克第二人口大省，仅次于巴
格达省，同时是伊拉克石油资源最
丰富的省份，有全国 70%已探明
石油储量。
（据新华社微特稿）

巴勒斯坦谴责美国

切断对医院资金援助
据日本北海道方面 8
日晚说，截至目前北海道
地 震 死 亡 人 数 上 升 至 42
人。此外，约有 640 人受
伤、1 人失踪。灾区电力和
交通状况基本恢复，但地
震影响仍在。（新华社发）

日本关西机场恢复部分国际航线
日本西部地区主要空中门户关西机场 8 日
恢复部分国际航线。关西机场 8 日复航的第一
次国际航班由全日本航空公司运营，目的地是
中国上海，当天中午时分起飞。
机场运营方说，当天共有 14 次国际航班

进出港，包括全日空的 2 个航班和廉价航空公
司乐桃航空的 12 次航班。乐桃航空计划复航
的国际航线目的地分别是香港、首尔、釜山、
台北和上海。
（据新华社专特稿）

巴勒斯坦外交部 8 日谴责美国
当局决定切断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
坦医院 2000 多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巴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
国的这一决定威胁到数千名巴勒斯
坦患者的生命安全，是对巴勒斯坦
人民的“直接侵犯”。美国政府已
决定切断对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
人服务的医院的资金支持，这笔资
金超过 2000 万美元。
美国国务院 8 月 24 日说，根
据总统特朗普的命令，美国政府将
取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向巴
勒斯坦方面提供超过 2 亿美元的援
助项目。美国国务院随后于 31 日
宣布，将不再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
程处）提供资金。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