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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 2日援引美军报告报道，美国海军
陆战队驻日本岩国基地战斗机部队中存在可能
导致重大事故的违规行为，包括脱手驾驶和在
飞行中读书、修整胡须自拍。

报告旨在调查去年 12月在高知县近海发生
的碰撞事故并首次披露 2016 年 4 月在冲绳县近
海发生的空中碰撞事故。

高知近海事故中，驻日美军岩国基地一架
FA-18型战机与一架KC-130型空中加油机在海
上碰撞、坠海，导致 6人死亡。共同社报道，调查
原仅限高知事故，但调查过程中注意到冲绳事
故，因而一并予以调查。

报告认定，两起事故在空中加油时发生，责
任都在 FA-18 方面。事故背后，岩国基地战斗
机部队存在“滥用药物、过量饮酒、婚外情、违反
指示等有悖职业准则的事例”。另外，高知事故
中，2 名机组人员尿液检出安眠药成分，可能不
符合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新华社特稿

飞行中自拍
驻日美军被曝违规

美国《华盛顿邮报》2 日披露，人贩
子利用电锯锯断沿美国南部边界筑造
的“隔离墙”，帮助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隔离
墙”容易修补。

锯墙
《华盛顿邮报》2日以多名美国政府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贩卖人口团伙最近
数月利用电动工具毁坏边境“隔离墙”，
帮助非法移民由墨西哥“钻墙”入境美
国。

特朗普 2016年竞选总统时承诺，筑
造美墨边境“隔离墙”，把非法移民和毒
品挡在国门以外。

报道说，贩卖人口团伙“盯上”的
“隔离墙”由钢柱并排列成，柱高 5.5 米
至 9.1 米，钢柱之间缝隙非常小。人贩
子用电动往复锯几分钟可以锯断一截
柱子，让非法移民钻过。那种电锯在五
金店售价 100美元。

美国政府没有公开“边境墙”遭毁
坏的情况。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

绝就这类破坏事件累计发生的次数、地
点和修复进度提供信息。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马修·利
亚斯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

“任何对‘隔离墙’不管用的描述都荒
谬。‘隔离墙’正在发挥作用。”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海关和边境
保护局官员说，一些破坏发生在没有完
成安装电子感应器的墙段；新型柱状

“隔离墙”比以往所有类型的隔离墙都
坚固。

拆招
特朗普 2 日告诉媒体记者，他没有

读过“边境墙”遭锯断的报道，同时承认
墙体可能遭到破坏。“我们有特别强大
的墙，但平心而论，无论它多么坚固，总
能穿透。”

“穿透是一回事，但它容易修复。”
他说，美国政府选择柱状隔离墙，原因
之一是它方便修复，“只需把（截下来）
的那一段装回去。”

《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近几周

赞扬“隔离墙”“事实上无法穿透”，称非
法移民无法从它中间、上面或者下面穿
过。

报道说，人贩子和边境管理人员经
常上演“猫鼠大战”：一些人贩子在锯断

“隔离墙”柱子以后会把它放回原处，佯
装完好，以便再次利用；边境管理人员
巡查时会用靴子踢“隔离墙”柱子，检查
它是否松动。如果发现柱体受损，焊接
小组会迅速维修；人贩子会找有焊接点
的柱子再次下手，因为它相对脆弱。

今年 4月卸任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
理局长的罗纳德·维蒂耶洛说：“贩卖人
口团伙会不断创新（手段）……不会因
为‘隔离墙’变得更加坚固而离开美墨
边境。”

在多名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看
来，仅凭“隔离墙”无法遏止非法移民入
境美国，必须辅以监督技术，同时需要
边境管理人员迅速“到位”处置非法越
境。

新华社特稿

非法移民破墙而入 特朗普不生气

挺协议 拉选票
英国《泰晤士报》2 日报道，与不写

入“无协议脱欧”内容相对，约翰逊竞选
的主要着眼点，是力争与欧盟 10月达成
的新版“脱欧”协议在英国议会下院获
得通过。

英国 12 月 12 日将重新选举议会。
数字化、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妮基·摩
根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为保守党拉
票，称选民如果投票支持保守党，意味

着为反对“无协议脱欧”投出一票。
“如果你这次选举投票给保守党，

你是为（英国依据新版协议）‘脱欧’投
票，”摩根说，“‘无协议脱欧’实际已经
不是讨论选项。”

英国原本拟 2019 年 3 月 29 日正式
“脱欧”，2019 年 4 月获得欧盟方面同
意，延期至 10 月 31 日“脱欧”。约翰逊
竞选首相时曾誓言带领英国如期“脱
欧”，却在议会下院压力下被迫向欧盟

申请延期“脱欧”。
拒联手 谋破局

围绕 12 月 12 日议会选举，英国脱
离欧洲联盟党先前提议，只要保守党放
弃新版“脱欧”协议，这一政党愿在选举
中与保守党联手。

约翰逊 11 月 1 日回绝脱欧党提议，
声称赢得选举后会让“脱欧”协议在议
会获得通过。

“我们拿到的是一份了不起的协
议，没人想到我们能获得（这样的协
议），”他说，“一旦我们 12 月中旬夺回
（议会下院多数席位），我们能让协议获
得通过。”

约翰逊希望借助提前选举赢得下
院多数席位，助力打破“脱欧”僵局。路
透社报道，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
翰逊领导的保守党以较大优势领先最
大在野党工党。只是，超过 10％的选民
支持脱欧党，而这一比例足以在部分选
区分流一部分支持脱欧的选票，继而让
工党候选人渔利。 新华社特稿

英媒称约翰逊弃“无协议脱欧”

叙利亚北部边境城镇泰勒艾卜耶德 2 日发
生汽车炸弹袭击，致死至少 13人、致伤 20多人。

土耳其方面指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动袭
击；“叙利亚民主军”否认，反指土方制造混乱。

13死20伤
土耳其国防部发布消息，叙利亚北部边境泰

勒艾卜耶德镇中心 2日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造成
13人死亡、大约 20人受伤。

土耳其官方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一些
受伤人员正在泰勒艾卜耶德以北 55公里的土耳
其城市桑利乌尔法接受治疗。

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
说，汽车炸弹袭击致死 14人，死者包括土耳其支
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和平民。

土耳其国防部发布的多张照片显示，泰勒艾
卜耶德镇一条街道堆积爆炸残骸。法新社记者
2日在这座边境小镇看到，两辆着火的摩托车残
骸留在道路中间。

反政府武装“叙利亚国民军”目前控制泰勒
艾卜耶德镇大部分区域，受土耳其支持，配合土
军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和平之泉”行动。

互指“作案”
暂时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发动这起袭击。土

耳其和库尔德武装互相指认对方关联袭击。
土耳其国防部谴责“叙利亚民主军”主力

“人民保护部队”或土耳其境内“恐怖组织”库尔
德工人党对泰勒艾卜耶德镇平民发动“非人道
袭击”。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同样指认
“人民保护部队”关联袭击。

“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穆斯塔法·巴利说，
土耳其应该为它所控制区域内的平民伤亡承担
责任。

他谴责土耳其及其“代理人”在泰勒艾卜耶
德镇“制造混乱”，试图“赶走这片土地真正的主
人”、把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安置在叙利亚
东北部“安全区”。 新华社特稿

土耳其指认
库武关联叙北部袭击

美国司法部 11月 2日发布
500 页问询记录，内容关联“通
俄”调查，显示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的竞选团队经理曾经认定
乌克兰可能是 2016 年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失窃真
凶，而不是民主党方面指认的
俄罗斯。

找人“挡箭”
新公开文字包括联邦调查

局（FBI）对特朗普以往身边人
的问询记录摘要，涉及前竞选
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前竞
选团队副经理里克·盖茨、前私
人律师迈克尔·科亨和白宫前
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

依据文件，盖茨 2018 年 4
月 10 日 告 诉 多 名 调 查 人 员 ，
2016 年总统竞选期间，马纳福
特相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
件遭“黑客”入侵“可能”是乌克
兰人所为，不是俄罗斯人。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竞选
团队继而推销乌克兰黑客一
说，以回应特朗普竞选团队与
俄罗斯方面串通干预选举的指
认，但收效不大。

“维基揭秘”网站 2016 年
曝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近两万
份内部邮件以及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
经理的电子邮件，冲击以致拉
低民主党和希拉里本人选情。
美国情报部门当时认定，俄罗
斯间谍非法侵入网络，窃取邮
件并交由“维基揭秘”网站发
布。

邀请“好人”
特朗普 2 日说，愿意邀请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
斯基访问美国。“我可以肯定地
说我会邀请他……如果他想
来，我乐意让他来白宫，我认为
他愿意来。”

在媒体记者面前，特朗普
称呼泽连斯基是“好人”。

特朗普 7 月与泽连斯基通
电话，要求对方调查 2016 年民
主党人邮件遭黑客窃取一事是
否关联乌克兰。那次通话触发
国会众议院对特朗普发起弹劾
调查，缘由是他以提供军事援
助和邀请对方访问为条件，要
求乌方调查 2020 年总统选举
民主党竞选对手，涉嫌滥用权
力谋取个人政治利益。

特朗普上周早些时候再次
否认与泽连斯基 7 月通话行为
不当，说愿意向美国民众公开
那次通话的记录。新华社特稿

为撇清“通俄”嫌疑

特朗普竞选团队找乌克兰“挡箭”

11 月 2 日，在叙利亚泰勒艾卜耶德，一名男
子在爆炸现场灭火。 新华社发

英 国 媒 体 2
日 报 道 ，首 相 鲍
里 斯·约 翰 逊 不
会在执政党保守
党竞选宣言中写
入以无协议方式
脱离欧洲联盟的
内容。

特朗普特朗普（（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英国首相鲍里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约翰逊。。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