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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
尔顿8日与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
卡林会谈，没有就土耳其不进攻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获得土方保证。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没有“接见”博尔顿，稍后在议会演讲中明
言土方不可能同意保护美军在叙利亚的库
尔德盟友，土方针对在叙“恐怖组织”新一
轮军事行动的准备“基本”完成。

【不见面】
博尔顿8日没有如美方预期的那样与

埃尔多安会面。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

马奎斯说，土方告知美方，埃尔多安因地方
选举和在议会发表讲话等事务，无法会晤
博尔顿。

博尔顿当天与卡林等土方高级官员会
谈大约两小时，试图施压土耳其，要求土方
不进攻在叙库尔德武装。美联社报道，双
方就这一议题没有谈拢。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
说，博尔顿与卡林就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以适当步伐撤离叙利亚东北部的决定
作富有成效的讨论”，同时明确双方今后的
对话议题。

美联社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
夫·邓福德将继续留在土耳其，与土方军事官员磋
商；美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里
将从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安抚库尔德盟友。

库尔德武装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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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把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
部队”视为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分裂势力在叙利亚
的分支，把它列为“恐怖组织”；美军则一直经由
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与“人民保护部
队”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做准备？】
博尔顿与卡林的会谈结束后不久，埃尔多

安在土耳其议会发表演讲，批评博尔顿有关叙
库尔德武装的言论犯下“严重错误”，让有关美
军撤离叙利亚的讨论进一步复杂化。

埃尔多安明言，土方不可能接受美方所提
从叙利亚撤军的“条件”，即土耳其必须同意保
护美军在叙利亚的库尔德盟友。“博尔顿犯下
一个严重错误，任何这么想的人都错了，我们
不可能就这一点妥协。”

他说，有关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打击“伊斯兰国”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他说，
土方针对在叙“恐怖组织”新一轮军事行动的

准备“基本”完成。
美联社报道，埃尔多安认定美国政府一些

官员正试图阻挠他与特朗普去年12月14日通
电话时达成的“清晰约定”。按他的说法，土方
在那次通话中向美方承诺，待美军撤离后，土
方将继续打击“伊斯兰国”。

埃尔多安说，他不久后可能与特朗普再次
通电话。

同一天，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的
政治分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高级官
员沙奥斯·哈桑说，如果土耳其军队进入叙东
北部，他们准备“战斗”。

新华社特稿

土耳其酝酿新一轮军事行动
新华社华盛顿1月8日电（记者杨承霖 高攀）美

国私募基金全球基础建设合伙公司8日表示，世界银
行行长金墉将在2月1日卸任后加入该公司担任合伙
人及副总裁。

该公司总裁兼管理合伙人阿德巴约·奥贡莱西当
天在一份声明中说，金墉广博的知识，以及与各国政
府和机构合作期间所积累的一手、全面经验，将为公
司提供颇有价值的见解。他还表示，金墉此前参与基
础设施和新兴市场事务，以及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将进一步拓展公司领导团队的能
力。

金墉在声明中表示，他此前的经历以及近几年在
世界银行的工作都证明了基础设施发展对世界的重
要性。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金墉在全球基础建
设合伙公司将从事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而
这也是世行的核心业务，世行在金墉卸任问题上的一
个重要考虑是将其隔离在可能的利益冲突之外。金
墉在卸任后的一年内将被禁止与世行开展业务。

世行7日表示，世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
格奥尔基耶娃将在金墉卸任后出任临时行长。世行
执行董事会将立即启动遴选继任者的程序。

全球基础建设合伙公司总部位于纽约，管理资产
超过400亿美元，主要在经合组织和新兴市场国家开
展投资，投资领域包括电力、交通、水处理等。

新华社华盛顿1月9日电 由于美国白宫
与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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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一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从去年12月22日
凌晨起陷入停顿，一时间人心惶惶。

目前“停摆”僵局已经持续近20天，成为美
国联邦政府历史上持续时间第三长的“停摆”，
其对民众生活的“杀伤力”也开
始逐渐显现，有人因此租不起
房、结不成婚、还不上贷……
半数政府雇员被“强制休假”

就联邦政府而言，此次 “停摆”影响国
土安全部、国务院、农业部、内政部、交通部
等部门及几十个下属机构，约80万联邦政府
雇员受到波及。其中，执法、安检、消防等岗
位的约 42 万人被迫无薪工作，其他人则被

“强制休假”。
由于收入无法保障，越来越多联邦政府雇

员和合同工表示或担心无力支付房租、偿还信用
卡和贷款等，其中不少人已提交失业救济申请。

71岁的约翰逊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名保
洁员，这份工作干了 20 年，可由于岗位并非

“不可或缺”，所以政府“停摆”生效后，她就被
迫进入“强制休假”状态。

作为“合同工”，约翰逊在这段时间没有任
何收入，“停摆”结束后也拿不到什么补偿，这
意味着，“停摆”持续时间越长，她损失就越大。

约翰逊原本早已退休，但退休金和社保无
法保证她和家人生活，所以退休后一直在联邦
政府机构打工。“我退休后仍在工作就是为了
糊口，我需要这份收入来偿还账单。”

眼下，约翰逊有房租、车贷、保险、水电费
等要交，膝下还有两个孙辈要吃饭，少了这份
工作和收入，本就拮据度日的她不知如何是

好。
“我不想追债的人把我的车拿走，也不想

让两个孙辈挨饿。”约翰逊有些担忧地说。
多种政府服务严重“打折”

如果受到“强制休假”影响的只是少数，政
府服务严重“打折”所带来的影响则是无法估
计的：

——财政部下属国内收入署在“停摆”期
间“低功率”运转，年底积累的大量退税申请将
被延迟处理；

——农业部负责的一些妇幼营养援助项
目眼见资金见底，数百万人的营养计划存在变
数；

——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暂停发布贸
易、新屋销售等重要经济数据……就连华盛顿
的婚姻登记局也无奈关了门。

婚姻登记局关门，计划登记的新人只得改
期结婚。波洛克和未婚妻吉娜科普洛斯就是

“受害者”。虽然二人以前都在国会议员手下
工作过，清楚政府“停摆”是怎么回事，但这一
次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他们原打算先“领证”，年底时举行婚礼，
可圣诞节后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
登记时，却被告知因为“停摆”那里的婚姻登记
局没人上班。

“我们根本没想到华盛顿法院也依靠联邦
拨款运转，我们是到了那里才知道的。”波洛克
无奈地说。

此外，全美众多国家公园也“闭门谢客”。
即便有些公园维持开放，也无法提供游客服

务，公共卫生和游客安全问题严峻，有人担忧
国家公园环境将在“停摆”期间遭受重创，或在
数年内无法恢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日报
道，自“停摆”开始以来，已有7名游客在游览
国家公园时遇难。

“停摆”何时才能结束？
目前，白宫与民主党尚无相互让步迹象，

外界很难判断“停摆”何时结束。
白宫与民主党领导层两轮对

话未果后，由副总统彭斯带头的
白宫工作小组与国会民主党谈判

代表于5日、6日连续“加班”磋商，但仍未能就修
建边境墙拨款、结束政府“停摆”等问题取得实质
性突破。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朗普竞选总
统时的核心承诺之一，也被视为他谋求连任的
重要政治筹码。但民主党指责边境墙低效、多
余且昂贵，是特朗普的“政治噱头”，呼吁用无
人机、传感器等科技手段加强边境安全。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 7 日早些时候还透
露，特朗普将于10日前往南部边境。但特朗
普的一系列动作能否为“停摆”画上句号还不
得而知。

美国联邦政府因两党政治博弈和预算僵
局而陷入“停摆”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据媒体
统计，自1976 年美国国会审批联邦政府预算
以来，联邦政府已出现21次或长或短的政府

“停摆”。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贾斯

廷·博吉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政府“停摆”频
繁出现意味着党派对立愈加尖锐。“混乱”成了
美国预算流程的“新常态”，拨款缺乏连贯性不
仅造成浪费性支出，也不符合美国民众的最佳
利益。

新华社东京1月9日电（记者王可佳 姜俏梅）据
日本媒体9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收购鹿儿岛南部的
马毛岛，将其建成日本自卫队及驻日美军的共用新据
点。

马毛岛面积约8平方公里，岛上大部分土地及设
施属于日本一家民营企业，日本防卫省已与该企业就
收购价基本达成一致，计划在2019年4月前的本财年
内签订收购合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为充实西南地区的防卫，将在马毛岛上建设自卫
队设施，并进一步探讨将其用作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
的训练地。

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曾长期
在神奈川县的厚木基地进行，因噪音等问题备受当地
居民诟病，现已转移至硫磺岛进行。硫磺岛距离驻日
美军航母舰载机据点远且飞行易受天气影响，美方一
直要求日方安排更近的训练地点。选择马毛岛后，驻
日美军航母舰载机陆基模拟着舰训练飞行距离将缩
短三分之二。

早在 2011 年时，日美两国政府就曾将马毛岛列
为舰载机陆基模拟着舰训练的候选地。

伊朗政府官员7日说，多名美国官员去年12月在
阿富汗与伊朗方面接触，要求谈判。不过，美国国务
院否认伊方这一说法。

伊朗半官方性质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国
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朗最高
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一名助理去年 12
月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方官员与他们接触并且
要求谈判。报道没有说明美方希望谈什么。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应，这一报道“不准
确”，强调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紧急国家安全议题与
伊朗对话持开放态度，希望伊方“根本性改变他们的
破坏性行为”。

美国指认伊朗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军事培训、资
金和武器，以扩大伊方在阿富汗西部的影响力；伊朗
否认这一说法。特朗普暗示将实质性削减驻阿富汗
美军人数，伊朗继而希望公开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发
挥的斡旋作用。

沙姆哈尼去年 12 月在喀布尔与塔利班代表会
面，以“帮助解决阿富汗面临的安全问题”。伊朗外交
部去年12月31日证实，塔利班代表前一天在伊朗首
都德黑兰与伊方官员再次会面。

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继而分
阶段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双方关系恶化。哈梅内伊拒
绝与特朗普直接谈判；伊方多名官员说美方制裁不会
影响伊朗经济。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刘晨 刘品
然）美国白宫7日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和法国
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叙利亚问题等进行了讨
论。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当晚发布的声明中
说，特朗普和马克龙讨论了当前叙利亚局势，

包括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美军撤离叙
利亚的计划等。声明称，美国将进行“坚定、深
思熟虑且协调”的撤军。

美国在上月下旬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令其中东及欧洲盟友意外。特朗普在随后表
态中缓和立场，称未就撤军设置时间表。美国

务卿蓬佩奥7日启程访问中东8国，此行被视
为“安抚”之旅。

叙利亚 2011 年陷入内战，“伊斯兰国”势
力趁机渗透坐大。以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斯
兰国”多国联盟未经叙利亚政府准许便在这
一中东国家派驻军队。美军在叙利亚现有
约 2000 人，大部分驻扎在叙北部，名义是帮
助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和阿拉伯
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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