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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前总统穆尔西17日在首都开罗去世，终年67
岁。

据埃及官方《金字塔报》网站报道，穆尔西当天作
为被告接受一起间谍案审理时去世。随后，埃及内政
部宣布进入国家最高紧急状态。

据埃及国家电视台援引医疗人士消息称，穆尔西的
死因系心脏病发作。路透社援引埃及电视台报道指出，
这位前总统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成员之一，患有
良性肿瘤，并一直受到医学界的关注。

埃及检察长办公室声明指出，在涉及的间谍案件
审判休庭时，67岁的穆尔西在法庭上突然失去知觉，
并摔倒在被告人席内。在他去世前，这位前总统在法
庭上向法官发表了长达5分钟的自辩。昏迷后，穆尔
西随即被送往医院，并在那里被宣布死亡。外部检查
显示穆尔西的身体没有受损。

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2012年当选埃及总
统，执政一年后在大规模民众示威中被埃及军方解除
职务。穆尔西下台后，穆兄会被埃及当局列入恐怖组
织名单。埃及官方对他展开了5起刑事案件调查和起
诉，包括与2012年12月总统府附近其支持者和反对者
之间发生的冲突有关的案件；涉嫌支持卡塔尔和哈马
斯运动的间谍活动；以及涉嫌于2011年大规模骚乱期
间越狱，并侮辱司法机构。2017年9月，埃及最高上诉
法院以向卡塔尔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穆尔西25
年监禁，且不得上诉。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7 日
指责议会主席瓜伊多领导的反对派内部存
在腐败现象和盗用国家公款行为。

马杜罗在总统府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说，
这一腐败行为与数月前美国曾试图强行运
入委境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有关。

美国政府 2 月向哥伦比亚东北部边境
城市库库塔运送多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并不断施压，要求委方放行这批物资。委政
府拒绝接受，指责美方这一行为是为军事干
预做准备。

美国泛美邮报网站近日披露，瓜伊多派
往库库塔的代表挪用“人道主义援助”资金
等款项。

作为证据，委新闻和通信部长豪尔赫·罗
德里格斯在当天会议上展示了瓜伊多及其助
手马雷罗与此相关的社交软件聊天记录。

当天早些时候，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
中称，反对党贪腐规模很大，很多计划都与
瓜伊多有牵连。他说，瓜伊多直接参与的行
动包括强占委内瑞拉组织和公司的海外资
产，而这一行为离不开“哥伦比亚、美国、阿
根廷等国政府的合作和默许”。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1月
23日，瓜伊多自任“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欧
洲和拉美多国承认。为逼迫马杜罗下台，美
国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
等手段施压。目前，国际社会呼吁以外交和
政治手段和平化解危机，委政府和反对派也
已开启对话。

新华社电 伊拉克军方17日说，首都巴
格达以北一军事基地当天遭 3 枚火箭弹袭
击。该军事基地驻扎着负责训练伊拉克部
队的美军官兵。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说，3
枚“喀秋莎”火箭弹当晚击中位于巴格达以
北约20公里的塔季军事基地。声明未提供
袭击事件的更多细节。

另据媒体报道，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
亡，袭击发生后基地内响起警报声。

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制造了这起袭击。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5月15日说，美国
国务院已下令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库尔德
自治区城市埃尔比勒领事馆的美方非紧急
工作人员撤离伊拉克。同月 19 日，巴格达
市中心“绿区”遭火箭弹袭击，一枚火箭弹在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的空地上爆炸，未
造成人员伤亡。

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处观球场地16日晚遭
遇3起自杀式炸弹袭击，30人丧生、40多人受
伤。

爆炸发生地位于孔杜加，距离尼日利亚博
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 38 公里。事发时，大批
球迷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足球比赛。

当地人阿里·哈桑说，爆炸发生在当晚 9
时左右，观球场地的管理员试图阻止一名自杀
式袭击者入内，两人发生争执，后者引爆爆炸
物；另外两名袭击者混在附近一处茶摊的人群
中，引爆炸弹背心。

博尔诺州紧急情况管理机构行动分支负
责人奥斯曼·卡沙拉17日说，爆炸死亡人数增

至30人，超过40人受伤。依照他的说法，死亡
人数较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应急人员没有能够
迅速赶往现场，另一方面是当地医疗设施不
足、欠缺处置大量伤员的能力。

暂时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发动这次
袭击。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袭击带有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的印记。
“博科圣地”2002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创

建，2009年发起武装暴力活动，至今已导致超
过 2.7 万人丧生。大约 180 万人仍因“博科圣
地”流离失所。尼日利亚军方近年联合邻国部
队持续打击这一极端组织。

新华社特稿

美国政府17日决定中止向中美洲三个国
家提供大约5.5亿美元经济援助，以表达对萨
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阻拦非法移民入
境美国不力的不满。

反作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3月放出风声，
批评上述三个国家缺乏作为，
致使数以千计难民取道墨西
哥，从美墨边境入境美国，威
胁中断经援。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这一决定可能招致国
会坚决反对。美国国会民主党和特朗普所属
共和党一些议员反对特朗普无视国会批准的
预算案、临时更改决定。

一些国会议员反对中断经援，因为这么做
不仅“残忍”，而且可能令那些国家“雪上加霜”，
促使非法移民数量进一步上升，起反作用。

从竞选总统开始，特朗普始终把减少非法
移民作为一项标志性政策。对墨西哥和中美
洲三国，特朗普以经济手段施压，以迫使对方
就移民问题让步。

路透社援引国会消息源报道，白宫通知国
会，将把前两个财政年度获批的专项援助资金
一部分挪用、一部分冻结，两笔资金合计5.5亿

美元，获批后没有使用。

要“动手”

特朗普同一天说，美国政府即将采取行
动，“驱除”数百万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

特朗普在“推特”说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
局下周将启动程序，但没有说明“驱除”方式，

只说“他们只要进来，就会被驱除”。
据估计，大约 1200 万非法移民居留美国

境内，多数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
美国本月月初以关税威胁，迫使墨西哥政府

同意接收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让他们在墨西哥
等候美方审批庇护申请；墨西哥同时要加大打击
非法移民力度，包括调派国民警卫队员、捣毁协助

偷渡的团伙以及切断这类团伙的
资金和运输网络。

取道墨西哥北上美国的移
民多数出自中美洲洪都拉斯、危

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三国。
墨西哥先前同意，如果墨方努力不能遏制非

法移民势头，将与美国讨论签署安全第三国协议。
特朗普在“推特”说，危地马拉“正在准备

签署一份安全第三国协议”。危地马拉政府没
有公开回应，双方没有发布这项计划的具体安
排。 新华社特稿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为遏制俄罗斯今后网
络活动，美国网络部门已经渗透进入俄罗斯电
网，植入美方代码，但暂时没有激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纽约时报》报
道失实。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国际事
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17日呼吁，一
旦证实《纽约时报》报道内容，全球应坚定谴责美
方的行径。

特朗普斥特朗普斥““叛国行为叛国行为””

美国《纽约时报》15日以前任和现任美国政
府官员为来源报道，美方由特朗普和国会授权网
络部门采取行动，向俄罗斯电网等目标植入电脑
代码，作为遏制俄罗斯今后网络活动的举措。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下属网络司令部在研究
俄罗斯可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途径和
应对措施。

按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特朗普没有得
到对俄网络战方面的详细汇报，一方面是因为主
管人员担心特朗普叫停行动，另一方面是担心他
向外国官员泄露敏感信息。

《纽约时报》报道，虽然美方植入代码，没有

证据表明美方已经激活这些网络工具。
《纽约时报》刊发报道当晚，特朗普接连在社

交媒体“推特”发布文字，说《纽约时报》报道“不
实”，《纽约时报》记者不仅是“懦夫”，还是“公敌”。

特朗普写道：“大家相信吗，那个失败的《纽
约时报》刚刊发一篇稿件，说美国大幅加大对俄
罗斯的网络攻击。一家大报这么拼命发稿，即便
是不利于我们国家的任何稿件，实质上是叛国行
为。”

俄罗斯成俄罗斯成““攻击对象攻击对象””

就特朗普的指认，《纽约时报》说，稿件的调
查采访耗时3个月，刊发前征询过美国政府官员
的意见，“正如我们报道所写，总统特朗普自己的
国家安全官员们确认，没有什么值得担心。”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
夫17日回答媒体记者提问，说美国媒体有关美
方在俄方电网植入代码的报道“毫无疑问”地表
明，俄罗斯有可能成为网络战和军事网络行动的
攻击对象。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经济的许多战略组成部
分过去多次遭遇外国网络攻击，俄方在不断努
力，确保俄罗斯经济及其敏感部分安全。佩斯科
夫没有提及俄方遭遇攻击的具体设施。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
会、即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
说，如果《纽约时报》报道属实，全球应坚定谴责
美方的行径。 新华社特稿

这是穆尔西在埃及首都开罗总统府的资料照片（2013年5月16日摄）。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倒在被告席

一艘渡轮17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海域
沉没，截至18日上午确认17人遇难，包括4名
儿童；39人获救。

印尼东爪哇省警方 18 日说，失事船只是
一艘木质渡轮，船身长10米，搭载超过50人，
疑似超过核定荷载，17日在马都拉岛附近遭大
浪掀翻后沉没。

另据搜救部门消息，失事渡轮共搭载 57
人，截至 18 日上午救起 39 人，找到 17 具遇难
者遗体，死者包括4名儿童；仍有一人失踪。

这是印尼本月第二起致命沉船事故。一

艘载有18名船员的货轮1日在中苏拉威西省
附近海域沉没，仅一名船员获救，其他17人失
踪。

印尼境内有超过1.7万座岛屿，船只是居
民常用交通工具，由于安全监管不严，常有渡
船因为超载、遭遇恶劣天气而倾覆、沉没。

一艘客轮去年 6 月沉入位于苏门答腊岛
的印尼最大淡水湖多巴湖，将近 200 人遇难。
2009年，苏拉威西岛与加里曼丹岛之间海域发
生一场更严重的沉船事故，造成 300 多人死
亡。 新华社特稿

美代码植入俄电网？

俄罗斯吁全球谴责

印尼渡轮沉没 至少17人遇难
委内瑞拉总统指责

反对派盗用公款

尼日利亚东北部 发生自杀袭击 70多人死伤

伊拉克首都附近一军事基地

遭火箭遭火箭弹袭击弹袭击

美国叫停中美洲三国经济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