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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社交媒体分析显示，俄罗斯方面拘
押的美国“间谍”保罗·惠兰近半数在俄网络

“好友”有军事背景。
军事圈

路透社记者审视惠兰在俄罗斯社交媒体VK
的账户，分析“好友”构成，发现50多人中近半数
接受过军事教育或曾经在俄罗斯军队服役。

这些好友的公开信息显示，至少12人在
俄罗斯受过军事教育，至少11人似乎有服役
经历。

惠兰的好友中五分之一有信息技术、工
程或民用航空背景。四分之一无关军事或技
术领域，其他好友行业或教育背景不明。

其中一名好友自称在俄罗斯国防部上班
并曾就读于梁赞空降兵高等指挥学校。这名
好友2012年发布一张照片，身穿俄军条纹背
心和绿色迷彩夹克。

一名 26 岁俄罗斯好友上传与军校同学
的合影。那所军校位于圣彼得堡，以培养海
军军官著称。另一名二十多岁男子发布照

片，头戴蓝色伞兵贝雷帽，迷彩服上印有“尼
热哥罗德斯基军校学员队”字样。

按照俄罗斯兵役制度，18岁至27岁男子
需入伍服役一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去年12月28日在首都
莫斯科逮捕惠兰，指认这名原美国海军陆战队
员“从事间谍活动”。惠兰的家人否认这一说法，
说他这次去莫斯科是参加一名前同事的婚礼。

痕迹多
惠兰现年48岁，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他

的VK账户流露不少在俄活动痕迹。
他2010年11月在个人VK账户发布第一

条消息，后续时不时发布庆祝俄罗斯公共假
期、军事庆典和其他活动的消息。2015 年 2
月，他写道“在莫斯科……”并留下一个俄罗
斯手机号码。路透社记者本周致电这个号
码，没有人应答。

路透社记者与惠兰VK朋友圈中38人取
得联系，几乎所有男性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
间。其中五名好友说，惠兰数年前经由笔友

网站或VK联系上他们，这几年偶尔与他们在
网上交流。

依据社交媒体账户信息，那些有军事背
景的俄罗斯网友军衔不高，来自不同地区，曾
在陆、海、空军服役。

惠兰的兄弟戴维说，直到上周才得知惠
兰有VK账户。“但我不惊讶他在社交媒体上
有朋友……他们有军事背景，惠兰也一样。”

俄方迄今没有公开有关惠兰间谍嫌疑的
细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没有回应惠兰的网
络活动是否与“间谍活动”相关。

惠兰的网友莱纳尔·阿兹穆哈诺夫告诉
路透社记者，他与惠兰交情不深，只在节日互
致问候。阿兹穆哈诺夫来自喀山市，曾就读
于乌里扬诺夫斯克高等军事技术学校。

网友瓦季姆·伊佐托夫2008年结识惠兰，
当时正就读于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大学。伊佐
托夫说，惠兰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看法正
面，“他与俄罗斯军事人员交流是因为他自己
曾是军人”。 新华社特稿

被拘美“间谍”在俄朋友圈不一般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
10 日宣誓就职，开始新一届任期。古巴、俄
罗斯、土耳其等9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
出席就职仪式。

美国、欧洲联盟和数个南美洲国家反对
马杜罗连任。后者在就职演说中指责美国及
其盟友干涉委内瑞拉内政，把原本“正常的就
职典礼”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批干涉
就职典礼当天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

加斯的最高法院举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玻利维亚总统埃
沃·莫拉莱斯、萨尔瓦多总统萨尔瓦多·桑切
斯·塞伦等地区政要出席。

马杜罗新一届任期持续至2025年。
就职演说中，马杜罗指认美国干涉委内

瑞拉内政。他说，美国及其“卫星国政府”为
抹黑委内瑞拉从事“操纵活动超过20年”。

在他看来，“北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试
图把“正常的就职典礼”转变为一场“世界大
战”，委内瑞拉处于这场战争的中心。

马杜罗同时抨击“老牌欧洲寡头政府”推
行殖民主义，誓言将启动玻利瓦尔革命的新
开端，不断刺激经济增长，与企业对话。

玻利瓦尔革命运动由委内瑞拉已故前总
统乌戈·查韦斯1982年创建，主张建立拉美独
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所倡导的“拉美国
家联盟”，推行民族主义，寻求建立由国家主
导的经济模式。

德新社报道，马杜罗同时承诺，将在新任
期内纠正玻利瓦尔革命中产生的“深刻错误”。

遭围攻
美国、欧盟、美洲国家组织和数个南美洲

国家不满马杜罗连任，言辞犀利。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发表声明，呼吁

委内瑞拉重新选举，重申美方支持目前由反
对党联盟控制的委内瑞拉议会。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
卡·莫盖里尼认定，马杜罗连任把化解委内瑞
拉危机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哥伦比亚副总统玛尔塔·露西娅·拉米雷

斯指认委内瑞拉政府的治理模式对整个南美
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德新社报道，马杜罗
先前指责哥伦比亚与美国密谋，企图在委内
瑞拉煽动军事政变。哥伦比亚方面否认。

另外，厄瓜多尔本周召回驻委内瑞拉大
使，秘鲁禁止马杜罗和数名委内瑞拉政府高
级官员入境。

美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对委施加多轮制
裁，甚至多次提及军事干预的可能性。美国
财政部本月8日宣布对7名委内瑞拉个人和
23个实体施加制裁。

获力挺
10日晚些时候，马杜罗前往加拉加斯一

所军事学院参加庆祝仪式并检阅部队。国防
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洛佩斯在仪式上
说：“永远效忠，绝不背叛。”值得玩味的是，前
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以美国情报官员为
消息源报道，帕德里诺上月要求马杜罗去职。

总部设在加拉加斯的南方电视台播出画面
显示，来自委内瑞拉各地的民众当天走上加拉

加斯街头，手中挥舞国旗，庆祝马杜罗就职。
路透社报道，在加拉加斯市中心参加庆

祝活动的民众中，许多人呼吁马杜罗采取更
多措施，严惩利用市场混乱哄抬物价的商家。

家庭主妇格拉谢拉·拉亚说：“有时候，找
食物十分困难，因为商家囤积，然后说是总统
的错误，即便我们知道那是谎言。”

美国长期制裁和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使产
油大国委内瑞拉深陷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
胀，食品、药品、日用品短缺加剧。

德新社 10 日援引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
会的数据报道，超过300万委内瑞拉人进入哥
伦比亚、巴西、秘鲁、厄瓜多尔等邻国谋生，在
当地引发紧张局面和排外情绪。

在两个孩子的母亲弗朗西丝·贝拉斯克
斯看来，这些不是马杜罗的错误。她说，投机
者在物资短缺时哄抬物价，导致像她家那样
的家庭难以维持生计。幸好，政府提供大米、
面粉和食用油，她和家人才得以活下来。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美国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国防官员11

日向法新社记者证实，美军已经从叙利亚撤出一些装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率先报道这一消息，消

息源是一名直接掌握撤军情况的官员。报道说，这标志
着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那名官员没有说明已经撤出哪些军事装备，由哪种
交通工具运出叙利亚，从哪个地区撤出。有线电视新闻
网推断，这批美军装备可能从叙利亚北部地区撤出。

一名同样不愿意公开姓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告诉法
新社记者：“我可以证实有军事装备从叙利亚撤出。出
于安全考虑，现在不会提供更多细节。”

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在叙美军回撤事宜，先前承诺
将为撤军提供舰船、飞机。

暂时没有美国在叙军事人员回撤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2月19日经由社交

媒体“推特”宣布准备撤出驻叙部队，后续对撤军一事改
变语气，强调美军将“缓慢”撤离。迄今，美军撤离没有
明确时间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亨
2月将在国会众议院作证，公开陈述所有他所知道关联总
统的“内幕”。

在一些媒体看来，这场公开听证会将意味着众议院
民主党人开始调查特朗普以及这名共和党籍总统的商
业利益以及与俄罗斯的关联。

力求“可信”
科亨10日声明，接受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

会邀请，定于2月7日到国会作证，以兑现“配合调查并
告诉美国民众答案”的承诺。他期待借助这一平台“就
已经发生的事件作出完整、可信服的陈述”。

美联社解读，公开作证标志着科亨从特朗普信任的
法律顾问进一步转变为与特朗普作对的人。科亨可能
在听证会上谈及“封口费”和特朗普曾经打算在俄罗斯
首都莫斯科开发地产。

科亨去年8月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供认他依照特
朗普指示在2016年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向两名与特朗普有
染的女子支付“封口费”，以避免两人曝料、对选情产生负
面影响。他去年11月承认说谎，向国会隐瞒他直至2016年
6月仍就莫斯科特朗普大厦建设计划与俄方谈判。

特朗普否认上述不当行为，指认科亨“说谎”。特朗
普10日就科亨公开作证回答记者提问，说自己“一点都
不担心”。

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去年12月判处科亨三年监禁，
作为对他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律以及向国会撒谎的刑
事处罚。科亨定于3月6日开始服刑。

避免“干扰”
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伊莱

贾·卡明斯邀请科亨公开作证，正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
米勒主持的“通俄”调查特检组协商。卡明斯10日告诉
媒体记者，科亨作证所涉及的话题将“有限制”。

卡明斯说：“我们不希望对米勒的调查产生任何干
扰……”

米勒的发言人没有回应媒体报道。尽管特朗普方
面始终否定，特检组自2017年5月以来调查特朗普竞选
团队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是否与俄罗斯方面“串通”。

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共和党籍成员詹姆斯·乔丹
认为，卡明斯把这一委员会作为“政治表演”，而不是合
法监督的舞台。“显然，卡明斯主席和民主党人将极尽所
能攻击总统。”

美国国会去年11月中期选举，民主党从共和党手
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依旧控制参议院。

持续“露面”
美联社报道，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

可能不会是科亨唯一一次公开露面。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欢

迎”科亨在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作证。“科亨先生有必
要回答与‘通俄’调查相关的提问。我们希望近期安排
一次情报委员会闭门听证会”。

科亨2017年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闭门听证会
上作证。委员会当时由共和党人控制，认定没有证据表
明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方串通。新一届国会本月3日
开幕，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议席，希夫希望重新启动
部分调查。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同样寻求科亨继2017年以后再
次作证。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理查德·伯尔说，无论科
亨在其他公开听证会场合可能作哪些陈述，让他出席听
证会的要求“依然有效”。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德国首都柏林一家法院10日
开始审理“大枫叶”金币失窃案，4名嫌疑人当
庭否认所有指控。

2017年3月27日凌晨，柏林市中心博德
博物馆一枚重达100公斤的“大枫叶”金币失
窃，价值大约375万欧元。4名被告现年20岁
至24岁，10日受审时用文件夹或杂志遮住脸
部。

其中三人是兄弟关系，涉嫌行窃；另一人
案发时是博物馆保安，充当内应。公诉人提
请法院判四人总计赔偿375万欧元。

案发当天监控录像显示，三名蒙面男子
借助梯子从博物馆窗户潜入陈列室，用斧子

砸碎展柜玻璃，取出金币，借助绳索、木梁和
一辆手推车把这块直径53厘米、厚3厘米的
纯金金币运走，稍后坐上一辆小汽车……

警方迄今没有找到“大枫叶”，推断金币
可能遭熔化分解或卖到海外。

被告律师作无罪辩护，认定检察官没有
出示任何“实质性证据”。

那名博物馆前保安的律师马塞尔·克尔
茨说，检方仅仅因为他的委托人与三兄弟曾
经是中学同学而作出指控。德国媒体报道，
这名前保安在案发后几个月内有大笔开销，
包括购买一套价值1.1万欧元的金链子，有意
购买“奔驰”轿车和房产。克尔茨 10 日否认

这一说法。
三名盗窃嫌疑人出自柏林一个臭名昭著

的家族犯罪团伙。如果定罪，嫌疑人可能面
临最长10年监禁。

“大枫叶”2007年由加拿大造币厂限量发
行6枚。金币面值100万加元，黄金纯度达千
分之999.99，正面印有加拿大国家元首、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背面印有枫叶图
案。如此纯度的金币按现时金价估价远超面
值。

博德博物馆是全球收藏硬币最多的博物
馆之一，藏品数量超过 54 万件。失窃“大枫
叶”由一名收藏家借给这家博物馆展出。

马杜罗就职典礼成马杜罗就职典礼成““世界大战世界大战””

德国开审德国开审““巨无霸巨无霸””金币失窃案金币失窃案

特朗普前律师将公开总统内幕特朗普前律师将公开总统内幕

美军从叙利亚撤出部分装备美军从叙利亚撤出部分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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