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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最后一天，俄联邦安全局社会联络中心宣布，12月28日，
该局在莫斯科当场拘捕正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公民保罗·惠兰，并对
他提起刑事诉讼。如果惠兰被定为间谍罪，他将面临10-20年的铁
窗生涯。此案一出，无疑给国际秘密战又添一桩戏码。

“间谍戏”接连上演

2018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间谍大戏”接连上演。
3月4日，流亡英国的原俄军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与女儿在

街头散步时突陷昏迷，英国指责俄特工释放神经毒气搞暗杀。10
月，荷兰国防情报安全局宣称 4 名俄军总参情报总局间谍破坏

“禁止化武组织”的网络未遂，并将他们驱逐。11月9日，奥地利
国防部宣布逮捕一名为俄罗斯工作的本国退役军官。12 月 18
日，立陶宛强力部门逮捕俄公民瓦列里·伊万诺夫，他生于立陶
宛，现为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文学家和艺术家协会会长。紧接
着，美国法院把俄罗斯女公民玛利娅·布蒂娜定性为间谍并且起
诉。俄方称，布蒂娜在美国监狱受到虐待，被“屈打成招”，此事惹
得俄总统普京大为光火。

当然，俄方也没闲着。继2013年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驱逐
美驻俄外交官福格尔后，2018年12月，一名挪威公民也因间谍罪
被俄警方逮捕，庭审定在2019年2月进行。

俄联邦安全局少将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就惠兰被捕称，俄
罗斯极少对外宣布破获美国间谍的案件，如果正式宣布了，就说
明惠兰在俄罗斯的渗透和刺探情节相当严重，但俄内卫部门“以
高度警惕性和职业素养粉碎了美国人的有计划行动”。

抓捕时机十分微妙

案件曝出后，美媒使出浑身解数，希望从美国驻俄使馆了解
惠兰被捕情况，但均被婉拒。对方建议他们向美国务院了解情
况，但美国务院也因新年已近而未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媒体强
调，惠兰的被捕发生在俄公民布蒂娜12月中旬刚刚承认犯有“间
谍罪”的背景下，时机非常微妙。

俄国际事务委员会负责人科尔图诺夫说：“我们知道，美国经
常以这样的方式给我们送上‘节前礼物’。2017年美国就搞过一
次，以‘间谍嫌疑’为名集体驱逐多名俄外交官，俄罗斯马上还以
颜色，驱逐同等数量的外交官。如今，俄美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人
员并不齐整。大家该明白，若再爆发外交战，两国使馆恐怕连履
行基本职能的最低级别职员人手都不够用了。希望这次不会造
成这种局面。”科尔图诺夫的这番话，被外界解读为被捕的惠兰很
可能有外交人员身份。

布蒂娜的认罪、惠兰的被捕，对美俄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分
析指出，如果两国采取对等报复，将使对两国关系在短期内改善的
期待落空。而从俄美秘密战历史看，俄方抓捕惠兰并不光为了政
治问题，很可能把他当成“质物”，想换回俄公民布蒂娜。冷战期
间，美苏经常互抓间谍用于交换。苏联解体后，这种现象少了很
多。但随着两家翻脸，用美国间谍换回布蒂娜，属于应有之义。

案情通报缘何吝啬

一般来说，凡是涉及间谍案和叛国罪案，俄罗斯侦查机关通常
会最大限度保密，这也是各国安全部门的通常做法。具体到惠兰一
案，如果他有了辩护律师之后，案情披露有可能会比目前多得多。

莫斯科一律师协会的合伙人指出，从检方角度看，这些案件
里有些信息属于国家秘密，原则上媒体不应公开报道。“但我个人
觉得，一个人为什么被拘捕，他的罪名是什么，媒体完全可以提供
更多的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侦查机关和代表被拘捕者利
益的律师。”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巴西利亚1月1日电（记者周
星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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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就职演说内容延续了
他在总统竞选期间和胜选之后的主基
调。他将如何带领巴西走出经济衰退、化
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稳定，尚待观察。

团结民众团结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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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时报》2018年12月31日报
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打算 4 个月
内从叙利亚撤出大约2000名美国军人。

【“【“缓慢缓慢””撤离撤离】】

两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
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特朗普 12 月 26
日访问伊拉克一座美军基地，与美军将
领保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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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行动指
挥官。

报道说，特朗普要求军方今后几个月
确保驻叙美军“安全、有序”撤离。

特朗普 12 月 19 日宣布在叙利亚击
败“伊斯兰国”，撤出驻叙利亚美军。
多家媒体继而以不同消息人士为来源
报道，美军将在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
斯签署撤军行政令后 30 天内撤离叙利
亚。

只是，五角大楼12月23日披露马蒂

斯签署撤军行政令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
体“推特”提及以“缓慢和高度协调”方式
撤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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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奎斯12月31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定于2019年1月早些时候访问以
色列和土耳其，商讨和协调美方从叙利亚
撤军事宜。

【“【“坚定坚定””决心决心】】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军方迄今没有
发布撤军时间表，原因包括安全考虑和许
多细节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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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进一步
破坏地区稳定。

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12 月 30 日与特朗普共进午餐后说，特朗
普承诺击败“伊斯兰国”后再从叙利亚撤

军。格雷厄姆的说法与特朗普宣布撤军
时所称已经完成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
不同。

特朗普12月31日在“推特”捍卫撤军
决定。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除了特朗
普，任何人如果做到我在叙利亚做的事
……他们会成为国家英雄。”他在另一条
推文中写道，美军“从叙利亚和其他地方”
撤 离 ，是 他 竞 选 总 统 时 的 承 诺 之 一。
CNN报道，特朗普的推文似乎在反驳格
雷厄姆的说法。

驻叙美军主要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和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阿拉
伯部族武装提供培训、充任顾问。特朗普
2017 年 1 月就任总统后主张从叙利亚撤
军，2018年4月指示美军将领制定撤军计
划。

就美方撤军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肖
恩·罗伯逊 12 月 31 日告诉《纽约时报》：

“总统的话说明一切。”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日本执政联盟成员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2
日说，日本政府定于 4 月 1 日发布新天皇继位后使用的新年
号。

明仁天皇定于4月30日退位，皇太子德仁5月1日继位。山
口1月2日在首都东京发表演说，向媒体证实：新年号将在4月1
日发布、5月1日开始施行。

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定于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年号更改等具体事宜。

明仁现年85岁，是日本第125代天皇，2016年8月在一次视
频讲话中表示由于身体原因难以履行职责，外界解读为他有意退
位。2017年5月19日，日本内阁决议通过仅适用于明仁的退位特
别法案。同年6月，法案获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

2017年12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明仁天皇退位时间
的行政令。明仁将成为日本近200年来首名生前退位的天皇。

发布及改换年号的时间表，备受日本国民关注。日本社会诸
多方面需要相应调整，日历、报纸和各类文件需要改版，必须留出
充足预备时间。

日本媒体介绍，从明治时期开始，每一代天皇有一个年号，形
成所谓“一世一元”制。明仁1933年12月23日出生，1989年1月
7日继承皇位，同月8日起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

共同社报道，日本天皇的年号由两个汉字组成，要求便于读
写且过去没有用过。以往用过的年号多出自中国古代典籍。以

“平成”为例，《史记·五帝本纪》中写有“内平外成”，《尚书》中写有
“地平天成”。

1月1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从左至右）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与夫人米
歇尔·博索纳罗、副总统汉密尔顿·莫朗和夫人葆拉·莫朗抵达总统府“高原宫”。

新华社/法新

俄美两国间谍大戏接连上演

日本定于4月1日发布新年号
美军或4个月内撤离叙利亚

巴西新总统面临三大挑战

新华社莫斯科1月2日电（记者王晨
笛）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2 日发布公告称，
俄西部车里雅宾斯克州马格尼托哥尔斯
克市日前发生的居民楼天然气爆炸事故
中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1人。

据紧急情况部网站消息，截至当地时
间 2 日 14 时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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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救援人员仍在搜
索20名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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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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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天然气爆炸遇难人数升至2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