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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市警方12日说，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的大儿媳瓦妮萨·特朗普
当天在家中收到装有不明白色粉末的
可疑信件。瓦妮萨等在场三人随后去
医院接受检查。

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当天10时
左右，瓦妮萨在她妈妈位于纽约曼哈
顿区的公寓收到可疑信件。收信人是
她的丈夫、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
普。瓦妮萨随后报警，自述接触
不明粉末后出现咳嗽和恶心的
症状。

白色粉末虚惊
消防局发言人索菲娅·金

说，除了瓦妮萨，在场的另两人也送
医、接受检查，包括瓦妮萨的母亲。这
两人没有感受任何不适。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没有迹
象表明现场有人受伤。

一名警方发言人说：“经过检测，
已确定信封所装粉末无害。”

警方披露，信件以邮寄方式送达，
信封内还有一封信。

警方没有发布更多细节。美国广
播公司和《纽约邮报》以执法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信封上盖有寄自马萨诸塞
州波士顿市的邮戳。

承担总统及其家人安全保护的美

国特工处说，正在“调查邮寄给我们保
护对象之一的可疑信件”。

恐吓疑似动机
瓦妮萨现年40岁，2005年与小特

朗普结婚，婚前是时装模特。美联社报
道，事发时，瓦妮萨与小特朗普的5名
子女不在场。

小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
体发布信息：“早晨发生的事情令人难

以置信，令人恐慌。所幸瓦妮萨和我的
孩子们都安然无恙。某些人选择以如
此令人不安的行为表达反对观点，真
令人作呕。”

瓦妮莎在社交媒体上感谢警方、
消防人员和特工处的帮助。

小特朗普的妹妹、白宫高级顾问
伊万卡在社交媒体上说，她很挂念瓦
妮萨，“没有人应该受到这类惊吓。”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12日说，
事发后，特朗普与瓦妮萨通电话。

小特朗普因被曝2016年在总统选
举期间会晤一名俄罗斯律师而接受国
会调查。去年9月，他以个人隐私为由，

短暂拒绝接受特工处保护。
炭疽惊魂未定

这并非特朗普家庭成员首次收到
类似信件。

2016 年 3 月，特朗普的次子埃里
克在曼哈顿一处公寓内收到恐吓信，
内装白色粉末。调查人员随后确定粉
末无害。位于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同
年两度收到装有白色粉末的信封。

2016年10月，当时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位
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竞选团队
总部收到一封装有可疑白色粉
末的信件，整层楼被迫组织人

员疏散。
据警方调查，这些信件内白色粉

末不含有害物质。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后不久，有人匿名向时任国会参议院
民主党领袖汤姆·达施勒、民主党籍联
邦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以及一些媒
体人士和机构投寄含白色炭疽病毒粉
末的邮件，致死5人、致病17人。

美联社报道，炭疽病毒袭击事件
后，“不明白色粉末”消息令人不寒而
栗。不时有人以邮寄含白色粉末信件
的方式搞恐吓或恶作剧。

新华社特稿

由美国航天局提供
的照片显示，2月12日，
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亨茨
维尔的马歇尔航天中
心，美航天局代理局长
罗伯特·莱特富特公布
美航天局 2019 财年预
算报告。

美国航天局 12 日
在 2019 财年预算报告
中公布了美国探月及深
空探索最新计划，宣布
美国定于 2023 年将宇
航员送入月球轨道，以
保证美国在地月空间的
领先地位。

新华社/美联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感谢韩国款待朝方代表，强
调应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继续积累良好成果”。美国副总
统迈克·彭斯则稍稍放松此前强硬的语调，称美国仍将继续
对朝“极限施压”，但对“无条件”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

从多方表态看，朝鲜借助冬奥会发起“魅力攻势”后，南
北双方均有意进一步接触，美国则考虑随后跟进，与朝鲜直
接对话。只是，无核化仍是绕不开的难题，对话“窗口期”依
然短暂。各方应共同努力，让朝鲜半岛对话、和解的暖风继
续吹下去。

朝鲜有意积累成果
朝鲜中央通讯社13日报道，金正恩12日会见出席冬奥

会开幕式并访问韩国归来的高级别代表团。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向他仔细汇报了同文在寅总统
等韩方高层人士接触情况以及在韩活动期间掌握的韩方意
图和美方动向。

报道证实，作为金正恩的胞妹，金与正是受金正恩“特命
授权”。按照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的说法，文在寅10日会
晤朝方代表团时，在文在寅主动询问下，金与正才告知是奉
金正恩特命而来。而此前青瓦台并不确信她是以特使身份
到访。

金正恩对代表团的汇报表示满意。他说，韩方特别重视
这次访问，竭尽诚意保障朝方人员的方便和活动，给他留下
很深印象，他对此表示感谢。

“重要的是以本届冬奥会为契机，进一步升华南北双方
强烈愿望和共同意志所带来和解与对话的温暖氛围，继续积
累良好成果”，朝中社英文线路援引金正恩的话报道。金正
恩还具体指出今后改善和发展北南关系的方向，指示相关部
门采取具体措施。

韩国方面同样希望在冬奥会后延续南北关系目前的良
好态势。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青瓦台官员告诉韩联社记者，
接下来第一步可能是恢复工作层面的军事会谈。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13日说，韩朝军事热线运行正
常，但双方未就军事会谈沟通。她表示，韩方去年7月发出的
会谈建议依然有效，韩方仍在等待朝方答复。

美国态度微妙变化
眼见朝韩关系因“冬奥外交”明显改善，美国的态度发生

微妙变化。
“极限施压行动将继续并强化。但是，如果你想谈，我们

就谈。”与朝方官员同场时一直板着脸的美国副总统彭斯11
日在回国途中对《华盛顿邮报》记者如是说。

美联社说，他的最新表态偏离了先前的强硬。彭斯本月
上旬到访日本、韩国并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每一站都向朝鲜
发出不妥协的信号，反复指责朝鲜，还给文在寅促成美朝官
员不期而遇的愿望泼了冷水，全程与朝方“零交流”，连礼节
性问候也没有。

原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高级官员埃文斯·里维尔说，彭
斯的话让他惊讶。要知道，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去年12月
公开表示愿意无条件与朝鲜对话，白宫和国务院随后澄清，
美国对朝政策没有改变，朝鲜仍应首先展示暂停核导活动的
诚意。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立场
同样稍有改变。委员会发言人10日告诉这家媒体，韩朝关系
改善对无核化进程没有帮助，第二天却说：“我们将共同努
力，在推进韩朝关系改善的同时推动无核化进程。”

据路透社分析，美方态度转变，可能是因为美国国内普
遍认为彭斯在冬奥会“公关战”上输给了金与正，让一些主张
与朝鲜直接对话的白宫幕僚夺回了主动权。

这家媒体报道，美国似乎支持韩朝在冬奥会后加深接
触，为启动美朝直接对话寻找机会；同时，美韩一致认为，必
须加强对朝制裁，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韩国期待创造条件
文在寅13日会晤拉脱维亚总统雷蒙兹·韦约尼斯时说，

美国同样表达了与朝鲜对话的意愿，希望拉脱维亚继续支持
韩方促成朝美对话。

韩联社援引青瓦台核心人士的话报道，文在寅认为，美
方同样有意利用冬奥会和韩朝对话的契机。韩方期待朝美
对话，但只能“尽人事听天命”，静观等待手握“钥匙”的美国
政府协调内部意见。

彭斯办公室坚称，副总统的发言并不意味着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对朝政策发生变化。不过，特朗普在公开场合
一直支持文在寅的对朝努力。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彭斯的表
态让文在寅更有底气展开对朝接触，也有助于弥合美韩同盟
可能的罅隙。

金与正向文在寅转交金正恩亲笔信并邀请文在寅“早日
在平壤会面”时，文在寅没有立即接受，而是说“让我们一起
创造条件”。

韩联社说，文在寅所说“条件”，重中之重仍是朝美重启
对话。《中央日报》说，2000年6月、2007年10月两次南北首脑
会谈举行前，朝美均就无核化议题取得进展。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2日说，现在判断外交进程能否开启
“为时尚早”。“这其实取决于朝方，由他们决定是否准备好以
真诚、有意义的方式与我们接触。”他同时重申，为确认朝方
是否愿意开启“有意义”的谈判，有必要进行“试探性对话”。

曾代表美国参加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前国务院
官员里维尔认为，美朝两国政府可以派出私人代表进行“悄
悄对话”，以避免半岛局势在接下来几个月重新紧张，同时评
估是否有条件开启正式对话。 新华社特稿

冬奥外交：半岛暖风能否持续
美计划美计划20232023年将宇航员送入月球轨道年将宇航员送入月球轨道

新华社电 多家南非媒体报道，执
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12 日决定“召
回”总统，要求雅各布·祖马宣布不再
担任国家元首，提前卸任交权。

拟拟““召回召回””总统总统

南非副总统兼非国大新任主席西
里尔·拉马福萨 7 日宣布同祖
马就权力交接展开对话。近5
天协商无果后，非国大全国执
行委员会12日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祖马去留。

全国执行委员会是非国大最高决
策机构，共有107名成员。当天的会议
在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一家酒店举行。

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经过长达 13 小时的马拉松式讨
论，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召回”总统，
即强制要求祖马下台。

南非媒体猜测，祖马可能不会接
受这一要求。

非国大一名高层说：“我们决定召

回祖马，但我们还没有通知他。”
按照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当晚

10时30分左右，拉马福萨的车队离开
召开会议的酒店，前往祖马官邸。他
去当面向祖马下达“最后通牒”，要求
祖马 48 小时内主动辞职。大约一小
时后，车队返回酒店。拉马福萨返回

会场时，与会人员仍在激烈讨论。

祖马保持沉默祖马保持沉默

就媒体关于非国大决定“召回”总
统的报道，非国大官员和祖马的发言
人尚未回应。自4日面见非国大高层
以来，祖马一直没有公开发声。祖马
的发言人 12 日早些时候怒斥有关祖
马辞职的一系列报道为假新闻。

祖马现年 75 岁，2009 年当选总
统，2014年连任。南非近年经济不振、

腐败丑闻频现，致使非国大形象受
损。2016年地方选举中，非国大遭遇
重挫，在比勒陀利亚、经济中心约翰内
斯堡等地败北，战绩为执政20多年来
最糟。

祖马的任期原本应于2019年年中
结束。非国大内部不少人希望他不要

恋栈。就是否主动辞职提前结
束任期，祖马从未公开表态。

拉马福萨是商业大亨出身，
受商界人士普遍青睐。去年 12

月，拉马福萨接替祖马当选非国大主
席。南非定于2019年举行国民议会选
举。鉴于非国大在南非政坛处于主导
地位，不出意外的话，拉马福萨将成为
下一任总统。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祖马虽面
临辞职压力，但在非国大内部和南非
多地仍拥有大批支持者。政治分析师
拉尔夫·马特克加说：“祖马并不只是
一个人，而是一个体系。许多人的政
治前途都同他联系在一起。”

新华社莫斯科2月13日电 俄罗
斯莫斯科州紧急情况总局 13 日发布
通告说，11日失事的安-148客机坠毁
现场搜救行动趋于结束，当天将运出
所有飞机残骸。

通告说，救援人员
对 占 地 30 公 顷 （约 合
30 万平方米） 的坠机现场进行了连
续不断的 24 小时搜救，截至当地时
间 13 日早上 8 时，发现了遇难者遗

体残骸和近 500 块飞机残骸。搜救
人员计划在 13 日当天动用吊车把飞
机残骸从坠机形成的大坑中吊运出
来。

莫斯科州紧急情况总局局长波列
特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飞机的所
有残骸当天将被集中运往茹科夫斯基

国家研究中心，在那里做进一步分析
鉴定。

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这架
安-148 型客机 11 日下午计划从莫斯

科飞往俄西南部城市奥
尔斯克，起飞后不久在
莫斯科市东南方向距机

场约 35 公里的斯捷潘诺夫斯科耶村
附近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和65名
乘客全部遇难。

俄坠机现场搜救工作即将结束

非国大要求祖马下台

收“白色粉末”信件

特朗普大儿媳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