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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媒体7日报道，美国纽约市前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
布隆伯格正重新考虑竞选总统。

布隆伯格如果参选，将对民主党头号竞选人、前副总统乔·
拜登构成挑战。

【【改主意改主意？】？】

布隆伯格的发言人霍华德·沃尔夫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布
隆伯格认为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构成“前所未
有的威胁”，他“越来越担忧”以民主党现有竞选人所处形势，他
们无人能战胜特朗普。

沃尔夫森说，如果布隆伯格参加竞选，他“能够与特朗普对
抗并获胜”。

布隆伯格现年 77 岁，是彭博社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2002 年至 2013 年三度出任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市长。他身
家大约 534 亿美元，位列福布斯最富美国人排行榜第 8 位。
布隆伯格一直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枪械，热衷慈善
事业。

布隆伯格曾是共和党籍，后转为独立人士，去年注册为民
主党人。他今年3月在深入调查后宣布不竞选总统，部分原因
是预期拜登在民主党内会获得较高支持。

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过去几周与部分民主党人讨论当前
选情，表达担忧。

白宫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主
党最终选谁参加总统选举都没有关系，反正特朗普会赢。

【【影响大影响大】】

多家媒体报道，布隆伯格如果参选，预期将“大大”重塑民
主党阵营的竞选格局，分散其他竞选人所获支持。

民主党阵营现有 17 名竞选人，4 人具备相对优势，分别
是拜登、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佛蒙特州联
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蒂
吉格。

沃伦和桑德斯立场激进，一些民主党人担心他们无法在与
特朗普的最终较量中获胜。拜登和布蒂吉格较为温和，但拜登
先前一枝独秀的支持率近期因关联国会弹劾总统调查受到影
响。

布隆伯格属于“温和派”，对沃伦主张向富人多征税用来支
持“全民医保”和大学免费持批评态度。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
如果加入，将对拜登直接构成挑战。

如果参选，布隆伯格将成为民主党第二“老”的竞选人，只
有78岁的桑德斯年纪比他大，拜登76岁，沃伦70岁。寻求连任
的总统特朗普73岁。

路透社报道，身为亿万富翁，布隆伯格的竞选资金主要靠
自己就行，但是民主党内自由派对于收入不平等、企业资金可
能影响政治等议题的关心，意味着他的竞选之路可能不会一帆
风顺。

桑德斯的竞选经理法伊兹·沙基尔说，“越来越多的亿
万富翁希望拥有更多政治权力，这肯定不是美国需要的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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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富翁或将竞选美国总统

韩 国 政 府 消 息 人 士 7 日
披露，尽管朝鲜方面强烈反
对，韩国与美国仍然决定本月
中旬举行一场规模较小的联
合空中演习，以替代往年代号
为“警戒王牌”的大型联合空
演。

【执意举行】

一名不愿意在媒体报道中
公开姓名的知情官员 7 日告诉
韩联社：“韩国与美国打算在本
月中旬举行一场联合空中演
习。与‘警戒王牌’大规模联合
空中演习相比，最新空演的规
模将有所调整。”

多名消息人士说，韩美今
冬联合空演的规模将小于“警
戒王牌”大型空演。

韩美 2015 年启动“警戒王
牌”联合空演，截至 2017 年连
续举行 3 年。2017 年空演中，
双方出动大约 270 架飞机，包
括带有隐形能力的多架 F-22

型“猛禽”战机、F-35A 型战机
和 F-35B 型战机。那次空演
招致朝鲜外务省谴责，韩美继
而叫停 2018 年度“警戒王牌”
空演。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
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韩美
为保持联合应对态势，就联演
细节方案加以磋商。

今年空演期间，韩美两军
将先各自演习，再联合进行营
级演习，利用韩军和驻韩美军
的指挥系统共享训练情况，重
点提升两军的互操作能力。

【朝鲜不满】

一名韩国军方消息人士
说，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会
就即将举行的联合空演“发布
正式声明”。

本周早些时候，韩国国防
部放出消息说，韩美打算今年
冬季举行一场规模较小的联合
空演，以代替往年12月的“警戒

王牌”大型空演。美国国防部
随后证实，美韩双方有意举行
联合空中演练。

上述动向当即招致朝鲜方
面强烈反对。朝鲜本月 6 日在
一份声明中警告说，韩美联合
空演无疑是对朝敌对行为，朝
方耐心“正在达到极限”，不会

“对美国鲁莽军事行动坐视不
理”。

朝鲜长期谴责韩美联合军
演是“侵朝战争演习”。朝鲜外
务省官员 8 月经由朝鲜中央通
讯社发声，敦促韩国彻底停止
这类军演，否则“北南无法对
话”。

朝美领导人去年 6 月至今
年6月先后在新加坡、河内和板
门店三次会面，美方在新加坡
会晤后宣布暂停美韩联合军
演。韩美同意终止“关键决断”

“秃鹫”和“乙支自由卫士”三大
军演，代之以小规模演习。

新华社特稿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 7 日再次抱怨美
国没有兑现承诺、没使库尔德
武装全部撤出土耳其在叙利
亚北部寻求设立的“安全区”，
他下周访美时将同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好好“说道说
道”。

埃尔多安7日举行记者会，
证实他将于本月 13 日如期访
美。他说，他6日晚与特朗普通
过话，但没透露谈话内容。

埃尔多安说：“我们举行对
话的同时，那些向我们打过包
票、称让‘人民保护部队’120个
小时内撤退的人却没兑现承
诺。”

“人民保护部队”作为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是控制叙东北
部“叙利亚民主军”的主力军。
土耳其把“人民保护部队”视作
土境内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的分支，将其列为“恐

怖组织”。
美土领导人10月初一次通

话后，美国宣布从叙北部撤
军。土耳其随即发起越境军事
行动，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土军夺取长达 120 公里的
叙边境后，土美达成协议。土
同意暂停军事行动，条件是库
尔德武装 5 天内从这片区域后
撤30公里。

土耳其设定的截止期限到
期后，土方多次抱怨库尔德武
装并未撤完。

埃尔多安 7 日说，“人民保
护部队”当天打死 11 名土耳其
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国
民军”人员，“对方损失更重”。

“国民军”参与了土军在叙北部
的军事行动。

“叙利亚民主军”最高指挥
官马兹卢姆·科巴尼 6 日晚说，
库尔德武装与留在叙东北部的
美军将恢复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的行动。
美军在叙东北部产油区

留驻部分军人，名义是防止
“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并夺取
油田。俄罗斯国防部斥责美
军派兵控制叙利亚油田“与美
方宣扬的打击恐怖主义口号
相距甚远”，是为控制这一中
东国家石油资源而采取的“土
匪行动”。

土耳其同时与俄罗斯就叙
利亚北部局势达成谅解备忘
录。依据备忘录，库尔德武装
必须从长达 400 多公里的叙土
边境全线后撤30公里。土俄已
在这一地区联合巡逻两次，以
监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

埃尔多安同样对俄方表达
不满，认定俄方没有履行承诺，
上述区域内仍有库尔德武装没
撤走。埃尔多安说，他“不久”
将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谈此事。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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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不顾朝鲜反对欲联合空演

埃尔多安见特朗普前“敲打”美国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访问匈
牙利时再次威胁，如果欧洲联盟不提供足够援助，土耳其将被
迫为数百万难民“打开通往欧洲的大门”。

埃尔多安7日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会晤，强调不会单独承担拦阻移民取道土耳其进入欧
盟的负担。“不管有没有援助，我们都会继续招待客人们（难
民），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土耳其打算在叙利亚东北部建立一个“安全区”，清除区域
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后，安置最多200万叙利
亚难民。

埃尔多安要求欧盟成员国为这一计划提供更多资金援
助。“如果我们觉得这一计划无法实施，就像我过去所说，我们
没有选择，只能打开大门。如果我们打开大门，他们会去哪里
显而易见。”

欧尔班说，匈牙利在安全和移民议题上是土耳其的战略伙
伴，已经准备好帮助土耳其，参与重建“安全区”。“没有土耳其，
你无法阻止移民进入欧洲。”

欧尔班政府持反移民立场。他说，将竭尽所能阻止大批移
民到达匈牙利南部边境，“我们需要土耳其的帮助”。

叙利亚冲突爆发至今，已经有大约360万难民进入土耳其。

土耳其威胁

不再拦阻难民进入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