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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缓慢””撤离撤离】】
两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告两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告

诉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记者记者，，特朗普去年特朗普去年1212月月 2626
日访问伊拉克一座美军基地日访问伊拉克一座美军基地，，与美军将领与美军将领
保罗保罗··拉卡梅拉谈及从叙利亚撤军打算拉卡梅拉谈及从叙利亚撤军打算。。
拉卡梅拉现任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打拉卡梅拉现任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打
击极端组织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行动指挥官行动指挥官。。

报道说报道说，，特朗普要求军方今后几个月特朗普要求军方今后几个月
确保驻叙美军确保驻叙美军““安全安全、、有序有序””撤离撤离。。

特朗普特朗普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919日宣布在叙利日宣布在叙利
亚击败亚击败““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撤出驻叙利亚美军撤出驻叙利亚美军。。
多家媒体继而以不同消息人士为来源报多家媒体继而以不同消息人士为来源报
道道，，美军将在国防部长詹姆斯美军将在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签署马蒂斯签署
撤军行政令后撤军行政令后3030天内撤离叙利亚天内撤离叙利亚。。

只是只是，，五角大楼五角大楼20182018年年1212月月2323日披露日披露
马蒂斯签署撤军行政令当天马蒂斯签署撤军行政令当天，，特朗普在社交特朗普在社交
媒体媒体““推特推特””提及以提及以““缓慢和高度协调缓慢和高度协调””方式撤方式撤
军军，，似乎暗示将放缓从叙利亚撤军速度似乎暗示将放缓从叙利亚撤军速度。。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
马奎斯马奎斯20182018 年年 1212月月 3131日告诉美国有线日告诉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电视新闻网（（CNNCNN），），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约翰理约翰··博尔顿定于博尔顿定于20192019年年11月早些时候月早些时候
访问以色列和土耳其访问以色列和土耳其，，商讨和协调美方从商讨和协调美方从
叙利亚撤军事宜叙利亚撤军事宜。。

【【““坚定坚定””决心决心】】
《《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报道报道，，美国军方迄今没有美国军方迄今没有

发布撤军时间表发布撤军时间表，，原因包括安全考虑和许原因包括安全考虑和许
多细节待定多细节待定。。

不少美国政界人士和国际盟友认定不少美国政界人士和国际盟友认定，，
美军现在撤离时机不成熟美军现在撤离时机不成熟，，可能会进一步可能会进一步
破坏地区破坏地区稳定稳定。。

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格雷厄姆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3030日与特朗普共进午餐后说日与特朗普共进午餐后说，，
特朗普承诺击败特朗普承诺击败““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后再从叙利亚撤后再从叙利亚撤
军军。。格雷厄姆的说法与特朗普宣布撤军时所格雷厄姆的说法与特朗普宣布撤军时所
称已经完成打击称已经完成打击““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任务不同的任务不同。。

特朗普特朗普去年去年1212 月月 3131 日在日在““推特推特””捍捍
卫撤军决定卫撤军决定。。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
““除了特朗普除了特朗普，，任何人如果做到我在叙任何人如果做到我在叙
利亚做的事……他们会成为国家英雄利亚做的事……他们会成为国家英雄。。””
他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他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美军美军““从叙利从叙利
亚和其他地方亚和其他地方””撤离撤离，，是他竞选总统时是他竞选总统时
的承诺之一的承诺之一。。CNNCNN报道报道，，特朗普的推文特朗普的推文
似乎在反驳格雷厄姆的说法似乎在反驳格雷厄姆的说法。。

驻叙美军主要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驻叙美军主要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
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阿拉伯部阿萨德的阿拉伯部
族武装提供培训族武装提供培训、、充任顾问充任顾问。。特朗普特朗普20172017
年年11月就任总统后主张从叙利亚撤军月就任总统后主张从叙利亚撤军，，20182018
年年44月指示美军将领制定撤军计划月指示美军将领制定撤军计划。。

就美方撤军计划就美方撤军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肖五角大楼发言人肖
恩恩··罗伯逊去年罗伯逊去年 1212 月月 3131 日告诉日告诉《《纽约时纽约时
报报》：》：““总统的话说明一切总统的话说明一切。。””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
记劳尔·卡斯特罗 1 日在参加古巴革
命胜利 60 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古
巴已准备好面对美国重新对古采取
的对抗态度。

2019年 1月 1日是古巴革命胜利
60周年纪念日，主场纪念活动在位于
古巴圣地亚哥城北部的圣伊菲热尼亚
公墓举行。劳尔·卡斯特罗在演讲中
谴责美国政府恢复与古对抗局面，并
表示古巴对此已有准备，不会畏惧任
何威胁，同时要求古巴人民加强防御，
进一步认真做好准备，面对美国可能
造成的“最糟糕的情况”。

劳尔·卡斯特罗重申，尽管古美
存在差异，但古巴愿意与美国保持

“和平、尊重和互利的”双边关系。
他还在演讲中回顾革命历程，分

析革命胜利以来古巴所面临的种种挑
战，并声援拉美左翼政府和领导人。

1959 年 1 月 1 日，古巴革命取得
胜利，美国政府随即对古巴采取敌视
政策。1961 年，美古断绝外交关系。
次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法
令，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
易禁运。2014年年末，古美两国启动
关系正常化进程。2015 年 7 月，两国
正 式 恢 复 外 交 关 系 。 但 自 特 朗 普
2017 年 1 月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方
宣布收紧对古政策，禁止美国公司与
古巴公司、部门和其他机构进行商务
往来。 据新华社电

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11月月11日零时正式退出日零时正式退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国一年多前以教两国一年多前以教
科文组织助长科文组织助长““反以色列偏见反以色列偏见””为由为由，，相继相继
宣布宣布““退群退群””。。

美国和以色列正式退出不会对教科美国和以色列正式退出不会对教科
文组织的财政造成重大影响文组织的财政造成重大影响。。自巴勒斯自巴勒斯
坦坦20112011年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这一联合国年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这一联合国
专项机构以来专项机构以来，，两国拒绝缴纳会费两国拒绝缴纳会费，，教科教科
文组织在经费缩水的情况下苦心经营文组织在经费缩水的情况下苦心经营。。

美国分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预算美国分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预算
的的2222％％。。一些美方官员估计一些美方官员估计，，美国累计拖美国累计拖
欠会费欠会费66亿美元亿美元；；以色列拖欠大约以色列拖欠大约10001000万万
美元美元。。

美以两国政府和一些人不满教科文美以两国政府和一些人不满教科文
组织历年通过决议批评以色列占领东耶组织历年通过决议批评以色列占领东耶
路撒冷以及给予巴勒斯坦成员国身份路撒冷以及给予巴勒斯坦成员国身份。。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达农11日说日说，，
如果某个组织如果某个组织““目标是故意与我们作对并目标是故意与我们作对并
且已经成为以色列敌人操纵的工具且已经成为以色列敌人操纵的工具””，，以以
色列色列““不会是不会是（（它的它的））成员成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 20172017 年年 1010
月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月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理由包括美方拖理由包括美方拖
欠会费不断增加欠会费不断增加，，教科文组织带有教科文组织带有““反以反以

色列偏见色列偏见””，，需要根本性改革需要根本性改革。。以色列总以色列总
理本雅明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随后效仿内塔尼亚胡随后效仿。。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阿祖莱在
特朗普宣布特朗普宣布““退群退群””后上任后上任，，主持发布犹太主持发布犹太
人大屠杀教育网页人大屠杀教育网页，，出台联合国首个对抗出台联合国首个对抗
反犹主义的教育指南反犹主义的教育指南，，似乎有意回应美以似乎有意回应美以
对对““反以偏见反以偏见””的关切的关切。。一些教科文组织一些教科文组织
官员说官员说，，美国列举的不少理由不成立美国列举的不少理由不成立。。自自
美国宣布美国宣布““退群退群””以来以来，，教科文组织通过教科文组织通过1212
份关于中东地区的文件份关于中东地区的文件，，都由以色列和阿都由以色列和阿
拉伯国家协商一致通过拉伯国家协商一致通过。。

只是只是，，这些努力无法让美国和以色列这些努力无法让美国和以色列
回心转意回心转意。。

美联社报道美联社报道，，美国可能在美国可能在44月向教科文月向教科文
组织执行委员会申请成为非成员组织执行委员会申请成为非成员““观察员观察员
国国””。。美国国务院先前告诉教科文组织官美国国务院先前告诉教科文组织官
员员，，打算以观察员国身份参与打算以观察员国身份参与““非政治化非政治化””议议
题题，，包括世界遗产保护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科学合作和教育科学合作和教育。。

美国是教科文组织创始成员国之美国是教科文组织创始成员国之
一一。。19841984年年，，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
以教科文组织管理不善以教科文组织管理不善、、腐败腐败、、““偏心偏心””苏苏
联为由宣布退出联为由宣布退出。。20032003年年，，美国重新加入美国重新加入
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在去年巴西总统选举中获胜的社
会自由党候选人雅伊尔·博索纳罗 1月
1日在首都巴西利亚正式宣誓就职，成
为巴西联邦共和国第 38任总统。

分析人士认为，博索纳罗上任后
将面临团结人民、惩治贪腐、提振经济
等方面的严峻考验。

团结民众
博索纳罗在就职演说中多次强

调，新政府将团结人民，重视民意，给
巴西带来改变。他表示，眼下是国家
重建、人民重拾希望的唯一机会。巴
西正面临巨大挑战，只有倾听人民的
呼声，才能实现目标。他还承诺，新政
府将团结广大人民，建立一个没有歧
视和分裂的社会，同时还将发展教育，
增加就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
疗卫生水平。

巴西利亚大学政治学家戴维·弗
莱舍认为，博索纳罗重申了他在团结
人民、惩治腐败以及提振经济等方面
的主张，这些都是巴西今后需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

弗莱舍指出，博索纳罗的妻子米
歇尔·博索纳罗打破总统就职典礼的
惯例，在新总统发表讲话之前，用手语
进行演说，以表达对聋哑人的尊重。
这样的安排形式亮眼，或预示第一夫
人将在巴西今后政治生活中扮演有分
量的角色。

惩治贪腐
“严惩腐败”是近年来巴西政治领域

的一个高频词。2018年，共有近 400名
巴西联邦公职人员由于贪污腐败被革
职。刚刚卸任的巴西前总统特梅尔也因
涉嫌贪腐在任期内三度被检方起诉。

在 1日的就职演说中，博索纳罗重
点提及的一个任务便是反腐。他呼吁所
有国会议员助力新政府，让巴西从贪污
腐败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他还承诺，新
政府将推行改革，去除官僚主义，简化各
类程序，让贪腐和特权在新政府的治理
下消失，使人民重拾对政府的信心。

分析人士指出，受政党与企业之
间权钱交易、“掮客”文化盛行和司法
体系低效等因素影响，巴西的腐败问
题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导致民众
对政府极度缺乏信任。如何在打击腐
败上取得实效，将是对这位巴西新总
统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振兴经济
振兴巴西经济是博索纳罗在竞选

时就定下的另一重要目标。
博索纳罗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在

经济方面，新政府将保障国家利益，提
倡自由市场，推行相关改革以改善公
共财政。新政府将建立良性经济循
环，增加信心，全面开放巴西市场，鼓
励竞争，提高生产力。

目前，专业人士普遍对 2019年巴西
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巴西中央银
行预计，2019年巴西经济将增长2.55％。

然而，不容乐观的巴西公共财政状况
为经济发展蒙上阴影。巴西央行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巴西公共部门债
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0％。博
索纳罗多次强调，将通过改革来改善公共
财政状况，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巴西央行前国际事务主任亚历山
大·施瓦茨曼认为，如果新政府能够减少
公共债务、实行社保改革，巴西经济有望
在近期实现快速发展。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西部车里雅宾斯克州紧
急情况总局 2 日表示，该州马格尼托
哥尔斯克市日前发生的居民楼天然
气爆炸事故已造成 21人遇难。

据该州紧急情况总局发布的最
新公告，救援人员已经在废墟下发现
27人，其中包括 2名婴儿在内的 21人
遇难，6人获救。

车里雅宾斯克州州长杜波罗夫
斯基宣布 2 日为哀悼日，全州当天暂
停一切娱乐活动，对事故遇难者表示
哀悼。

去年 12 月 31 日凌晨，马格尼托
哥尔斯克市一栋居民楼发生天然气
爆炸事故。据报道，这栋 10层居民楼
建于 1973年，爆炸致该楼一个单元从
上到下全部垮塌。事发后，俄总统普
京 亲 自 赶 往 事 故 现 场 听 取 情 况 汇
报。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对遇难者表
示哀悼，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
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救治伤
者。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此次事
故展开刑事调查。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打算特朗普打算
44个月内撤离叙利亚个月内撤离叙利亚

俄天然气爆炸事故
遇难人数升至21人

劳尔·卡斯特罗喊话美国

古巴已准备好
面对对抗态度

美 国美 国《《纽 约纽 约
时报时报》》20182018 年年 1212
月月 3131 日报道日报道，，美美
国总统唐纳德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打算特朗普打算 44 个个
月内从叙利亚撤月内从叙利亚撤
出大约出大约20002000名美名美
国军人国军人。。

巴西新总统
面临三大挑战

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
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巴西总统雅伊尔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博索纳罗11月月
11日在首都巴西利亚正式宣誓就职日在首都巴西利亚正式宣誓就职。。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1月月11日日，，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俄罗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工作人员在事故现场工作工作人员在事故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劳尔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
6060周年纪念活动上讲话周年纪念活动上讲话。。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美军士兵在叙利亚曼比季参加巡逻演练美军士兵在叙利亚曼比季参加巡逻演练。。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以
色
列
总
理
内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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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胡
与
特
朗
普

以
色
列
总
理
内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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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胡
与
特
朗
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