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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25日宣布，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俄罗斯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原计划今年秋天在美国举行的会晤推迟
至明年。

按照白宫的解释，推迟会晤，缘由是要等关于特朗普竞
选团队 2016 年是否与俄罗斯方面串通的“通俄”调查结
束。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推迟会晤旨在平息“对俄政
策过软”的质疑。

理理 由由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当天发表声
明，说特朗普相信下一次与普京的会晤应在“通俄”调查结
束后，“我们因此同意会晤在（2019年）元旦后举行”。

博尔顿在声明中沿用特朗普多次用于指责“通俄”调查
的“政治迫害”一词。

“通俄”调查由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负
责，内容包括俄方是否干预总统选举、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
与俄方串谋以及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调查。

美联社评论，博尔顿在声明中对“通俄”调查今年底结
束表示乐观，其实调查未设结束期限，可能持续至明年。

特朗普和普京本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这是
特朗普201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总统首次正式会晤。

变变 卦卦

就邀请普京访美一事，特朗普政府短短一周内举止反复。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1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责

成博尔顿邀请普京今年秋天访问美国，相关事宜已在磋商中。
同一天，特朗普同样在社交媒体上说，期待与普京二

度会晤，以便继续讨论两人16日谈到的议题，包括“遏
制恐怖主义、以色列安全、核扩散、网络攻击、贸易、乌
克兰、中东和平、朝鲜”。

“这些问题有很多答案，一些容易、一些简单……但它
们全都能解决！”特朗普当时写道。

然而，25日，博尔顿出面宣布推迟会晤。
相较之下，俄方反应一直“不温不火”。俄总统外交政策

顾问尤里·乌沙科夫24日确认，克里姆林宫收到美方邀请。
乌沙科夫告诉媒体记者，俄美首脑确有必要再次会晤，但

俄方未开始对会晤做实质性准备，而且两人会面“有多种选
择”，如今年11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

对对 冲冲

特朗普说赫尔辛基会晤“成功”，但他在会晤后的联
合记者会上“找不到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理由”的言论震
动美国朝野。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后来改口称那是“口误”，依然难阻
国内批评之声。路透社报道，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24日代表议员反馈说，
即便普京最终访美，也不会邀请他赴国会演讲或访问国会。

在一些政治分析师看来，特朗普推迟与普京的会晤旨
在显示对俄强硬，对冲国内批评。

同样在2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出席听证会时尽力为特朗普辩护，回击质疑。

他告诉参议员们，特朗普尽管对“通俄”调查不满，但承
认俄罗斯曾干预选举，且完全明白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联社报道，为挡住参议员们有关俄罗斯的质询，蓬佩
奥在听证会前发表声明，重申美国政府不会认可克里米亚
2014年并入俄罗斯的合法性。他承诺，克里米亚问题不解
决，美方不会取消因此对俄方施加的制裁。 新华社特稿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25
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
中西部密歇根、威斯康星和
明尼苏达三个州的执政满意度均不足40%。

就选举而言，这三个州举足轻重。2016年
总统选举中，特朗普以大约1.1万票和2.3万票
的微弱优势，分别赢下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
州；以1.5%的得票率之差输掉明尼苏达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联合马里斯特舆情
研究所，7 月 15 日至 19 日在这三个州做民
调，对象为注册选民，每州各900人左右。结
果显示，36%的密歇根选民和威斯康星选民

以及38%的明尼苏达选民认可特朗普的“业
绩”，不认可他的三州选民均超过半数，比例
分别是54%、52%和51%。

对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三州民众
同样是支持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的居多。
民主党所获支持率比共和党高出8至12个
百分点。三州11月将同期举行州参、众两
院和州长改选。

过半数调查对象说，他们11月投票将

传达“国会需要更多民主
党人，以制衡总统”的信
息。另有大约三分之一的
人会投票表示“特朗普需

要更多共和党人帮忙”。
此外，三州各有大约三成民众认为，特朗

普理应在2020年赢得连任；三州各有至少六
成选民认为他不配连任。

马里斯特舆情研究所主管李·米林戈夫
说，今年秋天这三州的投票结果“将呈现与
2016年总统选举非常不同的画面”。特朗普
在三州的民意支持率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
选情“蒙上阴影”。 新华社特稿

全球部分地区民众27日可望目睹“红火星”和月全食。
在南半球，火星27日晚间将“邂逅”月全食；天文爱好

者当晚有望看到比平时更为耀眼的火星和月全食。巴黎天
文台天文学家帕斯卡尔·德康告诉法新社记者，“两种天象
同时出现，罕见、有趣”。

火星获称“红色行星”，现时笼罩在尘暴中。美国怀德
纳大学天文学家哈里·奥格森说，尘埃反射太阳光，火星因
而更为耀眼。

“很壮观，它（火星）与一架飞机的降落信号灯一样亮，”
奥格森说，“没有金星那么亮，但凭它泛红、带一丝橘色的颜
色，你很难看不到它。”

另外，就火星而言，美联社25日以多名天文学家为消
息源报道，这一行星本月31日将运行至相距地球大约5700
万公里，是过去15年间两者距离最近位置；它届时将比平
时更亮、更耀眼，看似更大。

相比之下，据美国航空航天局数据，火星与地球2003
年一度相距5570万公里，是将近6万年来两者最近距离。

多名天文学家推断，观测火星的好时机将持续至8月
初。只是，美联社报道，尘暴所致，火星表面细节不容易透
过望远镜看到。

巴黎天文台天文学家德康说，27日晚有望看到一轮泛着
红铜色的月亮；“红火星”就在它旁边，非常耀眼。

新华社特稿

分管“通俄”调查的美国司法部副部长
罗德·罗森斯坦25日遭遇麻烦，11名共和党
众议员联手寻求对他发起弹劾。

不少民主党人认定弹劾企图以阻挠司
法部相关调查为目的，“显现国会众议院共
和党人为保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愿
意做到什么程度”。同时，共和党内部显现
分歧，多名共和党大佬不支持弹劾。

寻求弹劾寻求弹劾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马克·梅

多斯、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吉姆·乔丹等11
名共和党籍众议员25日提交针对罗森斯坦
的弹劾条款，指认罗森斯坦向国会隐瞒调查
信息、接到国会传票后拒绝配合以及其他不
当行为。

依照美国法律程序，只有国会众议院以
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弹劾条款，弹劾案才会交
由国会参议院审议，继而由参议院至少三分

之二成员投票赞成，才算弹劾成功、即罗森
斯坦被定罪和免职。

按照乔丹的说法，“美国司法部向国会隐
瞒信息”，“现在是追究罗森斯坦责任的时候”。

据先前一些传言，罗森斯坦身为美国司
法部“二号人物”，指派特别检察官罗伯特·
米勒主持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曾经与
俄罗斯方面“串通”，引起特朗普支持者的不
满。按路透社的说法，特朗普多次否认所谓
通俄指控，对罗森斯坦颇有微词。

媒体记者询问司法部对罗森斯坦恐遭
弹劾一事作何回应，一名司法部官员 25 日
表示“无可奉告”。

云谲波诡云谲波诡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

籍成员亚当·希夫看来，11名共和党人寻求
弹劾罗森斯坦“动机不纯”。希夫在微博客

“推特”发文嘲讽，“这显现国会众议院共和

党人为保护特朗普愿意做到什么程度”。
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围绕是否弹

劾罗森斯坦一事有不同声音和不同姿态，多
名党内大佬对司法部调查进展表示满意，与
力主弹劾的梅多斯、乔丹等人“唱反调”。

例如，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对司法
部向国会提供的文件证据感到满意；众议院
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特里·高迪说，他
满意司法部所做努力，不赞成弹劾罗森斯坦。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共和党人尽管占
据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席位，但在参议院100
席中控制着 51 席，距离表决通过弹劾案所
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有不少差距，弹劾罗森
斯坦实际不容易。

国会众议院定于本月 26 日开始为期 5
周休会，直到 9 月第一周恢复议事。美联社
分析，梅多斯、乔丹等人可能推动众议院 9
月就弹劾罗森斯坦举行表决。 新华社特稿

希腊首都雅典周边多处 23 日突发山
火，已确认致死80人，失踪人数不明。消防
和救援仍在继续。

跳海逃生跳海逃生
希腊消防部门发言人 25 日说，随着一

名伤员在医院不治身亡，火灾死亡人数升至
80人。当天早些时候，消防部门说死者由前
一天的74人增至79人。

致死人数最多的两场火灾发生在雅典
东北方向40公里处的马蒂村以及雅典以西
50公里处的基纳塔镇。两地位于爱琴海边，
前者是受游客欢迎的夏日露营、度假地，小
路交织、松林密布，后者是一个以本地居民
为主的小镇。

雅典通讯社援引专家的话报道，23 日
12时至22时，受灾地区风力在7级以上，一
度达到12级，时速120公里，火势迅速蔓延。

游客和居民逃向海边，路上车辆难以移

动。一些人因为受困海边悬崖或车内、房屋
内而死亡。希腊政府说，各类船只在海上营
救715人，打捞6具遗体，已将幸存者转移至
拉菲纳镇。

起火原因不明。一些劫后余生者向媒体
讲述经历。马蒂村附近的马拉松市市长埃利
亚斯·普西纳基什告诉希腊天空电视台：“你
无法逃脱。我的房子 2 分钟就烧了起来。又
是强风又是松树，你根本没有时间逃走。”

寻找双胞胎寻找双胞胎
超过280名消防人员在马蒂村及其周边

区域扑灭余火。另有2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
火直升机在基纳塔镇一带作业。近200人正
在医院接受医治，包括大约10名儿童。

不少死者身体烧焦，难以辨认，多名验尸
官、口腔科法医试图确认死者身份。救援人员
25日全天挨家挨户寻找幸存者。路透社援引
他们的话估计，失踪人员可能在40人左右。

拉菲纳镇长埃万耶洛斯·布尔努斯说，
马蒂村“不复存在”，1000多座房屋、300辆汽
车在大火中损毁。

借由希腊社交媒体和电视台、广播电台
等媒体，一些人发布照片，寻找失散亲友下
落。一对9岁双胞胎女孩的下落牵动人心。

她们的父亲扬尼斯·菲利波普洛斯 25
日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请求受灾地区居民帮
他寻找女儿下落。菲利波普洛斯在电视新
闻中看到双胞胎女儿从一艘渔船上被人救
下，警方带他到电视台机房看到像素更为清
晰的视频画面，确认那正是他的一对女儿。
发生火灾时，她们与祖父母在一起，但电视
画面中没有出现祖父母的身影，获救人员登
记册上也没有这对女孩的姓名。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提前结
束国外访问，飞回雅典，24日宣布希腊进入
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日。 新华社特稿

白宫变卦 普京访美推迟至明年
特朗普在美中西部三州支持率低迷

雅典周边山火致死人数升至雅典周边山火致死人数升至8080人人

调查“通俄”美司法部二号人物或遭弹劾美司法部二号人物或遭弹劾

火星可望与月球“邂逅”

7 月 25 日，
美国总统特朗
普（左二）在华
盛顿白宫会见
欧盟委员会主
席 容 克 （ 左
一）。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 25
日访问美国，并
会见美国总统
特朗普。

新华社/法新

容克会见特朗普容克会见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