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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四名民主党籍
少数族裔国会女议员出言不逊，15日招致国会
民主党人乃至部分共和党人批评。国会众议院
民主党人打算本周表决一份决议，“强烈谴责特
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找目标

特朗普 14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布多条
文字，声称四名民主党籍议员如果不喜欢美
国，就应该回到她们“完全破败、犯罪猖獗”的
来源国。

特朗普没有点出四名议员的姓名，但依照
媒体报道，四人分别是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亚历
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明尼苏达州联
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
员阿亚娜·普雷斯利和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拉
茜达·塔利布。

四人全部是处于第一届任期的少数族裔女
议员，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多持批评态度。她们
中三人在美国出生，另一人1992年以索马里难
民身份进入美国。

特朗普 15 日在一场主推“美国制造”产品
的活动中再次“炮轰”四名女议员。“她们所做的
一切就是抱怨，”特朗普告诉媒体记者，“这些是
憎恨我们国家的人，如果你们在这里不开心，你

们可以离开。”
当一名记者问特朗普，许多人视他的言

辞为种族主义言论是否让他担忧时，特朗普
回答：“我不担忧，因为许多人同意我（的看
法）。”

造分裂

四名女议员当天晚些时候在国会山举行记
者会，予以“回击”。她们说，特朗普的做法意图

“制造分裂，转移公众对他在移民、医疗和税收
领域失败政策的注意力”。

“缺乏底气的……领导人会拿对我们国家
的忠诚说事儿，”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说，“以此
避免（他人）挑战并辩论（政府）政策。”

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
西说，众议院民主党人将表决一份决议，谴
责特朗普的言论。美联社报道，这份全长 4
页的决议批评特朗普在“推特”所发文字助
长人们对“新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的恐惧和仇
恨”。

众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斯滕尼·霍耶告诉
媒体记者，这份决议最快 16 日提交众议院讨
论。

路透社解读，这样一份决议恐怕会把国会
共和党人置于“尴尬境地”，迫使他们要么投票

赞成、要么选择捍卫特朗普的言论。

谋选举

一些国会共和党人 15 日把批评矛头对准
特朗普。

共和党籍参议员米特·罗姆尼说，特朗普的
言论“具有破坏性和贬低性，不利于团结，坦白
说，非常错误”。

另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莉萨·穆尔科斯基
说，特朗普的言论让人无法接受，必须停止，“我
们必须在礼貌和尊重方面拿出更高标准”。

共和党籍非洲裔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认为，
特朗普使用“个人攻击和种族冒犯的语言，让人
无法接受”。

政治分析师说，特朗普的言论一方面着眼于
巩固自身选举基本盘；另一方面意图在政治对手
中间挑起种族紧张和分裂，变相给对方“贴标签”。

戴维·阿克塞尔罗德曾为贝拉克·奥巴马两
次竞选总统充任首席策略师。他认为，特朗普
故意用种族主义言论提升攻击对象的知名度，
意在迫使民主党出面维护这些人并使后者成为
整个民主党的“标志性人物”。

“这是一个冷酷、强硬的策略，”阿克塞尔罗
德说，“系好你的安全带，随着（2020年总统）选
举临近，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新华社特稿

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在西方掀起的风
浪尚未平息，俄罗斯又传出更新一代的
S-500防空系统研制将提速，这让美国倍感
不安。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14 日称，俄罗
斯防务工业高级官员公开表示，俄罗斯
即将推出新一代导弹防御系统 S-500，而
且它会比预期时间来得更早。报道称，
俄国家技术集团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
向媒体介绍说，新一代防空系统将命名
为“普罗米修斯”，这是一种比 S-400 系统
更现代化的防空导弹系统，很快就会投
入使用。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丹尼丝·曼
图罗夫披露了关于 S-500 的更多信息。
他表示，S-500 系统正按计划顺利发展，
目前已经完成大部分试验，所有技术参
数已经在测试期间得到确认，做好了批
量化生产准备，正在进行系统集成测试
改进，处于“总体最终阶段”。他表示，首
批 S-500 将在 2027 年之前交付给俄罗斯
武装力量。

美媒称，俄方高调宣布 S-500 提前交
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刺激俄防空导弹
出口，特别是在当下美国全力打压 S-400
出口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 S-500 的提
前交付，是在为俄制先进防空导弹“打广
告”。

S-500 防空导弹系统是俄自主研发的
最新一代防空导弹系统，其技术参数目
前仍属于俄国家机密。俄媒此前公开报
道称，S-500 具有最强的防空反导性能，
反导射程高达 600 公里，能够同时跟踪多
达 10 枚弹道导弹目标，并以每秒 4 英里的
速度高速拦截。S-500 的各方面性能均
超出现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可用来拦
截各类飞机等空中目标，弹道导弹、巡航
导弹等高超音速飞行的新式武器，以及
地球低轨道卫星。俄空天军防空导弹部
队副司令尤里·穆拉夫金表示，S-500 防
空导弹系统将专门用于对抗来自外太空
的攻击。

本报综合消息

原计划于当地时间15日凌晨2时
51 分升空的印度无人月球探测器“月
船2号”，在火箭点火前1小时突然宣布

“因技术原因”取消发射。印度原本不
但希望借此成为“全球第四个在月球软
着陆的国家”，同时也要赶在美国、中国
和欧洲之前，成为全球第一个将探测器
送到月球南极的国家。为何月球南极
吸引了如此多的国家竞相前往呢？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并非第一个对
南极大感兴趣的国家。“美国之音”网站
此前称，美国副总统彭斯 3 月 26 日宣
布，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将在2024
年以前再次将航天员送到月球表面，其
中重点强调了月球南极“重要的科学、
经济和战略价值”。中国也宣布，将在
探月四期工程中，派出嫦娥六号探测器
进行月球南极采样返回、嫦娥七号执行
月球南极综合探测等。欧洲航天局甚
至计划于2024年在月球南极的沙克尔
顿陨石坑打造首个月球基地。

为何多国都对月球南极大感兴
趣？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
专家庞之浩 15 日告诉记者，首先在于
月球南极至今还是人类尚未真正踏足
之地。此前美国“阿波罗”载人登月计
划的着陆点主要集中在月球赤道附近，
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难度极高的
月球背面软着陆后，月球极地就成为为
数不多的人类尚未踏足过的标志性月
球地点。尤其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
地不但是月球最大最古老的盆地，也是
太阳系中最大的盆地，因此月球南极的
科学与象征意义都非常大。

其次，月球两极存在水冰，为人类
在月球建立长期定居点打下基础。相
关估算显示，月球两极可能存储了超过
4.5亿吨的水冰，意味着“生命的维持、
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以及在
月表作为火箭推进剂的氢气和氧气”。
事实上，“月球南极有水冰”的发现，还
与印度密切相关。2018年，正是通过分
析印度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月船 1 号”
收集的数据，NASA科学家确认月球南
极存在大量水冰。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的论文认为，在月球南北极永久阴
影区存在多个含有水冰的区域，但月球
北极水冰的分布较为广泛和稀疏，而月
球南极的多数水冰集中在陨石坑内，因
此更利于收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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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正式提
名马克·埃斯珀出任国防部长，白宫当天向
国会参议院呈交了提名文件。

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当天
发表声明说，参议院听证期间，埃斯珀将
恢复陆军部长职务，由海军部长理查德·
斯潘塞任代理防长直至参议院确认对埃
斯珀任命。斯潘塞拥有国防部长全部权
力和责任。

据美媒报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定
于 16 日，即收到提名文件次日举行听证
会，就埃斯珀听证任命展开快速确认程
序。

2018年12月，特朗普宣布时任防长詹姆
斯·马蒂斯将去职。此后，美国一直没有经
参议院听证任命的正式防长。

2019年1月，原波音公司高管、时任美国
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担任代理国防
部长；5月，白宫宣布特朗普将提名沙纳汉出
任防长；6月，特朗普宣布沙纳汉不再寻求担
任防长，由埃斯珀接替沙纳汉担任代理国防
部长。

埃斯珀现年55岁，西点军校毕业，曾参
加海湾战争，在担任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
高管期间分管政府关系事务，2017年11月起
出任美国陆军部长。

为何各国争相探索

月球南极

美国紧张俄S-500
防空系统提速服役

特朗普正式提名
埃斯珀出任防长

足球流氓作乱 法国庆日逮法国庆日逮捕两百多人捕两百多人

7月1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一座学校中，一栋教学楼顶部的瓦砾散落在地面。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西南部海域16日发生6.0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新华社/法新

印尼巴厘岛西南部海域发生印尼巴厘岛西南部海域发生66..00级地震级地震

14日是法国国庆日。为庆祝阿尔及利亚国
家足球队闯入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决赛，一些身处
法国的球迷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乃至制造骚乱、
破坏治安，甚至与警察冲突，促使法国警方逮捕
200多人。

乐极生悲乐极生悲

非洲杯足球赛半决赛14日在埃及首都开罗
举行，阿尔及利亚队击败尼日利亚队，晋级决
赛。这一消息令不少身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队
球迷兴奋不已。

法国曾经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法国国内
有不少阿尔及利亚移民。

法国内政部确认，282 人 14 日晚因骚乱落
网，“绝大多数”是足球流氓，其中一些人在庆祝
国庆日的场合遭逮捕。

一些球迷和警察在法国首都巴黎香榭丽舍
大街发生冲突，大约50人被捕。法新社15日报
道，这条知名大道当天早晨随处可见破损的自行
车和电动车。

巴黎警方说，非洲杯半决赛以后，大约 200
人因危险驾驶受到处罚。

马赛和里昂发生类似骚乱。在南部城市马
赛，警方试图阻止球迷在老港口庆祝。一些人避

开警方，在一处历史遗迹附近乱扔东西，遭警方阻
止，后与警察发生冲突，致8名警察受轻伤。在东
部城市里昂，20多辆汽车一夜间遭焚毁。

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 15 日对警
察和消防员应对迅速予以肯定。

并非首次并非首次

阿尔及利亚足球队参加国际比赛，不时触发
移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球迷骚乱。

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一些阿尔
及利亚球迷庆祝球队晋级时发生骚乱，促使法国
多座城市在阿尔及利亚队比赛以前部署更多警
力。

阿尔及利亚队本月 11 日晋级非洲杯半决
赛，法国境内44人因破坏治安遭逮捕。一些足
球流氓在巴黎抢劫商店。在南部城市蒙彼利埃，
一名球迷得意忘形、开快车并且失去对车辆的控
制，导致车辆撞上行人，致死一名女子、重伤她的
孩子。

持反移民立场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发言人塞巴斯蒂安·舍尼说，国庆日骚乱令法国

“蒙羞”，“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噩梦，无论阿尔
及利亚足球队什么时候比赛，都会招致麻烦”。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言语攻击女议员惹众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