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自本月11日开始访问智利、巴拉圭、
秘鲁、哥伦比亚4国，并于14日抵达拉美四
国行最后一站——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
塔，委内瑞拉局势是他此访主要议题。

蓬佩奥访问这4个利马集团国家，被认
为旨在就解决委内瑞拉问题进一步协调立
场、争取支持，但在是否军事干预问题上，
美 国 与 利 马 集
团尚存分歧。
【新闻事实】

14 日下午，
蓬佩奥在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陪同下，先后
走访了移民临时安置中心和西蒙·玻利瓦
尔国际大桥等地。这座大桥是委哥两国陆
路最重要的通道，委政府 2 月 22 日宣布暂
时关闭此要道。2 月 23 日，委反对派试图
从这里将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委
境内未果。同日，委政府宣布与哥伦比亚
断绝外交和政治关系。

蓬佩奥14日说，美国将使用其掌握的
所有经济和政治手段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施压。

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当晚在社交媒
体发文，指责蓬佩奥当天对库库塔的访问
是“陈词滥调”和“廉价作秀”。他还表示，

“与此同时，被（哥伦比亚政府）遗弃的库库
塔人民还要靠委内瑞拉的经济维持生计”。

【深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前

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说，虽然美国
近来的制裁和施压对马杜罗政府造成了
很大困难，但并没有收到显著成效，因
此蓬佩奥此访重要目的，就是为解决委
内瑞拉问题进一步协调立场、争取支
持。

马杜罗政府没有像美国希冀的那样
倒台，在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谭

道明看来原因有二：一是美国低估了马
杜罗政府的抗压能力，也低估了委军方
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二是如今的拉美
也不再是从前的拉美，美国不能再无所
顾忌地军事干涉，军事行动得不到拉美
国家支持。

利马集团由 13 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加
拿大组成，蓬佩奥此访的 4 个国家都坚
定反对马杜罗政府，但同时也反对军事
干涉委内瑞拉。即使在蓬佩奥访问后，
智利总统皮涅拉仍然坚称，反对美国军
事干涉委内瑞拉，主张和平解决委内瑞
拉问题。就连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
伊多在接受阿根廷 《号角报》 专访时也
表态，不会武力推翻马杜罗政权。

利马集团将于 15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召开外长会议，就委内瑞拉问题发
表声明。谭道明说，反对军事干涉委内

瑞拉是利马集团的一贯立场，相信这一
点仍然不会变。

【即时评论】
美 国 在 委 内 瑞 拉 问 题 上 一 直 不 松

口，坚称保留包括军事干预在内的一切
对委选项。然而，在到底谁造成了委当
前人道主义危机、美国难民政策是否和
鼓励地区国家接收委难民的立场相冲突

这 两 个 问 题
上 ， 蓬 佩 奥 并
没有说服舆论。

无 论 是 来
自外部的军事干预，还是来自内部的军
事政变，均不得人心，和平对话协商、
政治解决才是委内瑞拉问题的最佳出
路。

【背景链接】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1

月 23 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领
导人瓜伊多自任“临时总统”，得到美
国、欧洲和拉美多个国家承认。委政府
随即宣布与美国断交。

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 4 月 9 日任
命委反对派指定的古斯塔沃·塔雷为委
方代表。当日，委政府发布公告对此作
出谴责，并重申将于本月 27 日退出美洲
国家组织。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9 日表示，美
国正争取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的资源来协助委内瑞拉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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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安全官员14日证实，极端主义
组织“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的二号头目当
天死于空袭，但没有说是谁发动的空袭。

索马里邦特兰省官员说，在当天下
午的空袭中，“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二
号头目阿卜迪-哈基姆·杜库卜乘坐的
汽车在甘达拉山区一座村庄被击中，他
与另一名武装人员当场死亡。

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数枚导弹
击中村庄外一辆“铃木”牌四轮驱动越
野车，“爆炸声震耳欲聋”；空中当时有
直升机盘旋。

联合国资料显示，杜库卜是索马里
极端组织“青年党”前身的创始人之一，

后投靠“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据信在
索马里有150至200名武装人员。

索马里方面没有证实 14 日空袭是
否由美军发动。数百名美军人员驻扎
在这一非洲东部国家，与索马里政府军
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部队联手
打击“青年党”。

国际组织多次批评美军空袭和无
人驾驶飞机攻击在索马里致平民死
伤。驻索马里美军 4 月 5 日说，两名平
民在一次空袭中丧生。按照法新社的
说法，那是美军首次承认在索马里军事
行动造成非作战人员死亡。

新华社特稿
美国航空公司 14 日宣布，由于旗下波音

737 MAX系列客机继续停飞，这家世界最大航
空运营商每天取消115趟航班的举措将至少持
续到8月19日。

美国航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道格·
帕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这115趟航班大约占美
航今夏单日执飞航班总数的1.5%。”根据美航与
联邦航空局、波音公司正在推进的工作，他对
737 MAX系列客机8月19日以前获得复飞许可

“非常有信心”。
美联社报道，美航是打算今年夏天停飞737

MAX系列客机的美国第二家主要航空运营商。
旗下波音客机数量最多的西南航空公司上周宣
布，这一机型将停飞至8月5日。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737 MAX 8客机
3月10日起飞大约6分钟后坠毁，157人遇难；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同型号客机去年10
月29日起飞10多分钟后坠毁，189名乘客和机
组人员遇难。多方调查显示，客机自动防失速
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失误启动，可能导
致这两起空难。

包括美国在内，多个国家和地区停飞或禁飞
737 MAX系列客机。波音公司原本期望4月底
以前完成对MCAS的修正，向客户提供软件“补
丁”，后续和联邦航空局声明，需要更长时间，迫
使不少空运商延长停飞时间。

美航原打算6月初结束停飞。按照帕克的
说法，出于为出行高峰季“更可靠地”规划飞行的
需要，美航决定停飞时间贯穿整个夏季。

美航现有24架737 MAX系列客机，按官网解
释，不会取消先前安排由相关型号客机执飞的所有航
班，其中一些将改由其他型号的客机执飞。

不少乘客14日在社交媒体抱怨美航取消航
班影响出行。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俄媒称，俄罗斯学
者研究发现，年平均温度为460摄氏度、气压为
90 个标准大气压的金星上完全可能有生命居
住。

据俄新社 4 月 12 日报道，据俄罗斯科学院
航天研究所和西伯利亚分院博列斯科夫催化研
究所的科学家推测，与地球相邻的行星上可能
存在基于过去未知的生物化学原理的生命形
式。他们以新方式对苏联的“金星-9”号、“金
星-10”号、“金星-13”号和“金星-14”号探测器
1975年至1982年拍摄的金星表面全景图进行了
处理，获得的照片显示，一些有着稳定结构的物
体在缓慢移动。

在《物理学成就》杂志最新一期刊登的金星
表面图像上，形似植物的茎、蝎子、蘑菇和蜥蜴
的物体清晰可辨——总共有18种假想生物。它
们都有着明显的尺寸和形态特征，很容易与地
质结构区分开来。在每张照片中，它们所处的
位置也不一样。

科学家认为，图像上的“生物”是自己在移
动，而不是被大风吹动的，因为上述探测器测量
到的表面风速在考虑金星大气密度进行修正后
不足以移动看到的物体。

此外，假想的生物不是一下子就进入镜头
的，而是在开始搜集数据一段时间后才被拍到
的。这或许能证明，探测器着陆时它们曾被土
壤覆盖。例如，“蝎子”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才
从只有几厘米厚的土堆里爬出来。这或许说明
它体力不济。

2012年，航天研究所行星学家列昂尼德·克
桑福马利季率先在苏联探测器捕捉的图像上发
现了假想生物的踪迹。当时，能以更高质量处
理图片的技术问世了。但这名学者的论据遭到
科学界的激烈驳斥，他们声称，金星全景图上的
奇怪物体可能是在对信号重新编码时出现的。

科学家在此次发表的文章中说：“计算结果
表明，因射电谱线干扰而偶然出现有序结构图
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俄罗斯科学家的假设建立在如下基础上：
外星生命形式未必和地球生命形式相似。它们
诞生和存活的必要条件可能也不同于我们惯常
的认知。因此研究者认为，年平均温度为460摄
氏度、气压为90个标准大气压的金星上完全可
能有生命居住。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连任竞选
团队14日宣布，今年第一季度为2020年总
统选举筹集到3000多万美元，远超所有民
主党竞争对手。

筹款能力强
算上第一季度筹款成绩，特朗普竞选

团队现在掌握4080万美元竞选资金，按照
美联社的说法，创历届在任总统竞选连任
早期之最。

竞选团队经理布拉德·帕斯凯尔在一
份声明中说，特朗普“这一阶段的优势远超
过先前任何一名竞选连任的在任总统，只
须继续巩固势头”。

特朗普竞选团队说，第一季度平均捐
款额为34.26美元，将近99%的捐款不高于
200美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款能力同
样强，第一季度进账4580万美元。

在路透社看来，特朗普竞选连任会是
一场苦战，但第一季度筹款结果说明共和
党人愿意把钱投给特朗普。

作为在任总统，特朗普竞选连任有一
定的优势，比如，名字家喻户晓且在共和党
内无人匹敌。反观民主党候选人，竞选资
金由十多人瓜分，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处
于负债状态，近几个月筹款远少于共和党
全国委员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第一季度筹款最多
的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略
超1800万美元；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
卡玛拉·哈里斯和前得克萨斯州联邦众议
员贝托·奥罗克分别以 1200 万美元和 940
万美元位列二、三名。

自己不花钱？
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后数小时便宣

布将竞选连任。前任民主党籍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2011年4月才宣布竞选连任，同
年第一季度筹集竞选资金不到200万美元。

奥巴马后续为竞选连任筹集7200多万
美元。特朗普竞选团队筹款目标是10亿美
元。

美联社报道，总统选举互联网筹款大
约20多年前出现以来，共和党一直在这方
面落后于民主党。特朗普成功缩小差距，
创造小额捐款者多次捐款这一共和党从来
没有见过的表现。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伦娜·麦克丹
尼尔说，特朗普竞选团队今年已有8天捐款
达七位数；自特朗普就任起，在互联网吸纳
100多万名“新人”捐款，其中今年新加入10
万人。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近期着手“扩建”设
在弗吉尼亚州的竞选大本营，将开发一款
智能手机应用软件程序(App)，打算投入
3000万美元维护、扩大特朗普的筹款对象

电子邮件列表。
特朗普2015年宣布参选总统时说“要

花自己的钱，不用说客的钱，不用捐款人
的钱。我不在乎钱，我是真有钱”。只
是，这名地产大亨2016年7月获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提名后不堪选战财务压力，决定

吸引大额捐款。
特 朗 普 上 次 竞 选 时 自 掏 6600 万 美

元，但这一次竞选连任迄今“一毛不
拔”。多名竞选助理说，不指望特朗普这
次出钱。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吸金”远超竞选对手

4月14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西部小镇阿齐济耶，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的武装人员准备作战。

世界卫生组织14日通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附近的战事4月初以来致死
121人，561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利比亚战事四月以来致利比亚战事四月以来致利比亚战事四月以来致利比亚战事四月以来致680680680680多人伤亡多人伤亡多人伤亡多人伤亡

“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二号头目毙命

蓬佩奥拉美忙蓬佩奥拉美忙““作秀作秀””达目的恐怕有点难达目的恐怕有点难

俄学者发现金星存在生命俄学者发现金星存在生命““证据证据””

波音737 MAX暂难复飞
美航继续取消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