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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库尔德官员5日披露，库尔德人正与俄罗斯及其
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对话，商议如何填补美国撤军留下的空
缺，争取满足自身自治需求。

【【联手抗土联手抗土】】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库尔德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库尔
德人正在与俄方和叙利亚政府谈判，“气氛积极”，“有望达成
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这名官员说，俄方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就共同对抗“妄
图占领叙利亚，尤其是叙利亚北部的武装力量”达成一致。

美联社报道，这番话显然以土耳其为“听众”。土耳其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去年12月宣布，土军将越境进
入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媒体报道，土军近
期陈兵土叙边境，数目不详的土军部队已经进入叙利亚。

沙特《中东报》5日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叙库尔德
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最高指挥官希潘·荷默“秘密访问”莫斯
科和大马士革，向俄方和叙政府提议一份“秘密协议”。根据
协议，库尔德武装将把它控制的边境地段交还政府军，换取
政府支持库尔德人自治。

库尔德人现阶段控制超过四分之一叙利亚国土，包括叙
利亚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中东报》报道，协议旨在“填补美军撤离留下的缺口以
及切断土耳其（武装）干预的路径”。

【【政治蓝图政治蓝图】】

另一名库尔德官员向法新社证实，库尔德人正与叙政府
和俄方谈判北部重镇曼比季事宜。如果双方达成协议，曼比
季解决方案有望成为代尔祖尔省乃至整个库尔德武装控制
区的政治蓝图。

曼比季相距土耳其不远，位处幼发拉底河西岸，是叙利
亚北部战略重镇。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这座重镇先后
由反政府武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主导的“叙
利亚民主军”占据。

土耳其去年进占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叙西北部阿夫林地
区和其他北部地区，扬言东扩战线，沿着土叙边境一路进击
到伊拉克边界，把库尔德武装赶出这一狭长区域。按照土方
设想，曼比季是第一个需要拔掉的“钉子”。

土耳其把叙库尔德武装视为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分裂势
力在叙利亚的分支，将它列为恐怖组织。

土美2018年6月达成协议，库尔德武装撤出曼比季，由
土美联合“管理”，直至组建地方政府。不过，协议没有完全
落实，美方在库尔德武装全部撤离前宣布准备撤军。

【【国家认同国家认同】】

叙利亚政府去年底说，应库尔德武装请求，叙政府军进
驻曼比季；本月2日又说，库尔德武装已经撤出曼比季。

叙利亚库尔德人诉求建立自治区，希望叙政府予以认
可，而非像反政府武装那样寻求推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
导的政府。因此，叙利亚近8年内战中，库尔德武装与政府
军“井水不犯河水”，很少兵戎相见。双方多次暗示以对话方
式化解争端。

在美联社报道中，披露正与俄方和政府对话消息的那
名库尔德官员告诉记者，库尔德人可望与政府方面达成协
议，“因为我们都是叙利亚人”。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1月5日电（记者 孙丁
熊茂伶）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5日各派代
表就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拨款等
问题举行磋商，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这意味着已超过两周的美国联邦政府“停
摆”还将继续。

据副总统彭斯办公室在会后发布的通
报，双方未能就具体拨款数额进行深入对

话，但同意6日下午继续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当天的磋商“没有取得太多进展”。特朗普
还重申了修建边境墙的诉求。他透露，将
于6日前往戴维营与白宫高级官员就边境
安全等议题举行会议。

除了彭斯，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白
宫办公厅代理主任马尔瓦尼、国土安全部
长尼尔森当天出席了与国会民主党代表的
磋商。民主党方面要求特朗普政府以书面
形式具体描述国土安全部的预算需求。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朗普当
年竞选总统时的核心承诺之一。他认为
边境墙对遏制非法入境行为、打击人口
贩卖和毒品走私等至关重要，但民主党
人一直指责边境墙低效、多余且昂贵，
并提倡利用无人机、传感器等科技手段
加强边境安全。

由于白宫与国会两党在美墨边境隔离
墙修建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政府
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
府机构从去年12月22日凌晨开始陷入停
顿，约80万联邦雇员工作受影响，迄今已
持续15天。特朗普日前表示，如果民主党
不同意修建边境墙的拨款要求，他已做好
让“停摆”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准备。

据新华社电 英国和中东
媒体5日报道，两名英国特种
部队士兵在叙利亚遭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导弹攻击受伤。

“叙利亚民主军”一名成员告诉伊拉克
鲁道新闻网，“伊斯兰国”向叙利亚东部城
市代尔祖尔附近一处“叙利亚民主军”基地
发射导弹，造成一名库尔德武装人员死亡，
两名英军士兵受伤。

“叙利亚民主军”受美国、英国等西方

国家支持，核心主力是库尔德武装。
英国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在5日上午，

两名士兵伤势严重，由美军飞机接运送医。
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当

天证实这一消息。
叙利亚2011年陷入内战，“伊斯兰国”

趁机攻城略地。英国是打击
“伊斯兰国”多国联盟成员，
参与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

英国特种部队据信在叙
利亚执行任务，但英国国防部从来没有予
以证实。不清楚英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的
驻军规模。

美国没有经过叙利亚政府准许在叙利
亚派驻大约2000名军人，名义是培训、指导
库尔德武装和一些反政府武装。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市一家保龄
球馆4日深夜发生枪击事件，致死3人，4
人受伤，警方正在追捕嫌疑人。

托兰斯市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
方当地时间4日23时54分接获报警电话，
说盖布尔保龄球馆“有人开枪”。警员赶
到现场，发现 3 名男子死亡，4 名男子受
伤。2名伤员送医救治，另外2名伤员自行
就医。

托兰斯市警方说，正在进一步调查这

起枪击事件，包括确定枪手是一人还是多
人。

警方没有发布枪击事件更多细节。多
家媒体以目击者为消息来源报道，枪击似
乎由场馆内一场斗殴引起。

托兰斯市居民韦斯·哈马德告诉美联
社记者，他4日晚带着13岁的侄女到保龄
球馆，看见“大规模斗殴”，大约5分钟后
演变为“彻底混乱”。

斗殴人群堵住保龄球馆出入口，“我

抓着侄女开始往保龄球馆内深处跑，”哈
马德说，“逃跑时，我们听见15声枪响。”

哈马德说，他离开保龄球馆时看见一
名女子为一名男子哭泣，后者头部和颈部
中弹。

另一名目击者吉泽斯·佩雷斯告诉《洛
杉矶时报》记者：“斗殴爆发后我们听见

‘砰’‘砰’的枪响，继而逃到吧台躲藏。”
托兰斯市警方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推

特”留言，呼吁当地居民“远离事发区域”。
大约三分之一美国家庭持有枪械。美

国卫生部数据显示，将近4万美国人2017
年在枪口下丧生，包括自杀和他杀。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外交部5日证实，继美国、英国
和爱尔兰之后，加拿大向俄罗斯要求领事
探视遭俄方拘押的“间谍”保罗·惠兰。

惠兰的兄弟先前证实，惠兰持有四国
国籍。一些分析师说，这一状况给俄罗斯
形成多方压力。

【【多国施压多国施压】】

俄罗斯外交部5日说，俄方接到加拿大
驻俄罗斯使馆领事探视
惠兰的要求，俄方将向惠
兰转达加方意愿；如果惠
兰书面同意，俄方将在工
作日安排探视。

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4日声明，爱尔兰
方面接到惠兰的求助，随后向俄方提出领
事探视要求。

另外，英国和美国早些时候同样向俄
罗斯要求领事探视惠兰，俄方2日批准美国
驻俄大使乔恩·亨茨曼（洪博培）探视惠兰。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去年 12 月 28 日以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在莫斯科拘押惠
兰，起初确定他是美国人。惠兰的兄弟戴

维·惠兰 4 日证实，惠兰同时持有美国、英
国、爱尔兰和加拿大国籍。

美联社报道，惠兰在加拿大出生，在美
国长大，父母是英国人。

戴维·惠兰4日代表兄弟发表声明，敦促
美国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帮助保罗·惠兰获
释；爱尔兰外交与贸易部4日说，将尽可能向
惠兰提供帮助；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同
一天说，英国政府正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惠兰现年48岁，曾在美国海军服役，自
2017年初充任美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博格
华纳公司全球安全主管。他的家人说，惠
兰赴俄是为了参加前海军陆战队同事与一
名俄罗斯女子的婚礼。

【“【“外交博弈外交博弈”？】”？】

美方先前以涉嫌充任俄罗斯政府在美
“代理人”为由逮捕俄公民玛丽亚·布京

娜。就俄方是否有可能用惠兰交换布京
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
夫5日说，目前讨论“换人”为时尚早。

“惠兰事件非常严重。据我们了解，他
来俄罗斯是为从事违反俄罗斯法律的间谍
活动，”里亚布科夫说，“他还没有受到正式
起诉，目前讨论是否可能交换嫌疑人不可
能、也不合适。”

俄罗斯一些媒体早些时候报道，惠兰
受到间谍罪名指控；
如果法院裁定他犯
有间谍罪，他将面临
最长20年监禁。

英 国 外 交 大 臣
亨特4日说，俄方想用惠兰作为筹码，作“外
交博弈”。

布京娜去年7月在美国被捕，12月依据
与美国检察机关达成的认罪协议，在美国
法庭承认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即她与
一名俄方高级官员共谋，渗透在美势力庞
大的全国步枪协会，打入美国保守派和共
和党核心圈，以期影响美方对俄政策。

新华社特稿

巴西军方一名高级官员5日披露，军方反对美国在巴西
设军事基地，不认同新任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对美军基地
所持“开放态度”。这名巴西军官5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总统
有关美军基地的言论令军方吃惊；如果政府商讨允许美军在
巴西设基地，军方将予以反对。

这名军官没有获准公开谈论这一话题，因而要求路透社
记者不公开姓名。同一天，巴西国防部发言人西尔维娅·马
丁斯说，总统没有把有关美军基地的想法告知国防部，没有
与国防部长讨论这一议题。

巴西电视系统公司3日播出对博索纳罗的专访，问及美
国在巴西设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博索纳罗说愿意探讨这种可
能性。“这取决于世界会发生什么，谁知道我们今后是否有必
要谈论这个议题。”博索纳罗现年63岁，曾是陆军上尉，本月
1日就任巴西总统。

巴西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4日证实，博索纳罗打
算向美国提议设立美军驻巴基地。

阿劳若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利马集团”外长会议期间
告诉媒体记者，博索纳罗打算3月访问美国，届时将向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美方在巴西设一处军事基地。

博索纳罗在3日播出的专访中提及俄罗斯去年12月派
两架图-160型战略轰炸机赴委内瑞拉参加军演一事。

“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演习。我们清楚 （尼古拉斯·） 马
杜罗政府的意图。巴西应予关切，”他说，巴西“不想当南
美洲超级大国，但按照我的想法，我们应当 （在南美） 有
至高地位”。 新华社特稿

叙利亚库尔德人转向俄罗斯

巴西军方不认同总统邀美军

两名英国士兵在叙利亚受伤

白宫与民主党磋商未果 美政府“停摆”继续

美国加州枪击致美国加州枪击致33死死44伤伤

第四国要求探视在俄被捕第四国要求探视在俄被捕““间谍间谍””

这是这是11月月55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山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国会山。。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