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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在定于12
日发行的回忆录中指认，两名政府前高级官员曾
试图拉她一起反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制定的部
分政策，遭拒绝。

与已发表和即将上市的多本著作类似，黑莉的
新书再次向外界揭示了白宫内部的失序和内讧。

并非“不顺从”？

美联社10日提前获得的回忆录显示，两名官
员分别是白宫前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和前国务
卿雷克斯·蒂勒森。黑莉描述，她曾与两人闭门会
谈超过一小时，其间对两人联合对抗总统的要求
感到“震惊”并予以拒绝。

“凯利和蒂勒森向我透露，他们对抗总统时，
并非不顺从，只是尝试拯救这个国家。他们称，他
们而非总统所作决策才最符合美国利益。”

但在黑莉看来，两人“本应直接告诉总统所持
分歧”，而非“拉我入伙”；如果不喜欢总统做的事，
他们可以辞职。然而，暗地里搞破坏“非常危险”，

“违背宪法和美国民众意愿”。
法新社报道，黑莉去年年底辞任美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与特朗普“友好道别”。凯利数周后离
职，当时几乎和特朗普说不上话。蒂勒森同年3月
遭特朗普经由社交媒体“推特”解职。

蒂勒森没有就黑莉新书作回应。凯利辩解
说，自己只是向特朗普提供“最佳、最公开且合乎
法律与伦理”的建议，“以便他作出明智决定”，并
非“对抗总统”。

弹劾“莫须有”

美国《华盛顿邮报》同样提前获得黑莉新书。
按这家报纸的说法，47岁的黑莉作为南卡罗来纳
州前州长，一直被共和党人视作2024年总统竞选
潜在候选人。她多次寻求弥合与特朗普的政见分
歧，同时与她所认定总统“越界”的领域保持距离。

“只是，黑莉从未公开表达反对意见。”
黑莉在书中披露，她认同特朗普大多数引发

外界争议的外交政策，包括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和《巴黎协定》，以及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迁至耶路撒冷。

同时，她曾私下就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在芬兰赫尔辛基的会晤表达关切，也
反对特朗普就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白人至
上”骚乱所作初始回应。

在纽约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黑莉谈及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认
为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
话时寻求外国势力协助政治调查确实不妥，但不
足以构成弹劾。

“（特朗普在电话中）没有强烈要求必须实现
什么。我因而难以理解，整场弹劾调查从何而来，
因为大家竭力反对的事根本没发生。”黑莉强调，
关联“等价交换”的近4亿美元美对乌军事援助已
到位，但乌克兰人“没有跟踪调查”。

再证“白宫乱”

黑莉的回忆录名为《恕我直言》，指的是她遭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指认“可能
暂时搞混了”特朗普政府决策时所作回复：“恕我
直言，我从不糊涂。”

黑莉在书中详尽描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照她的说法，她去年 4 月应白宫要求在电视上宣
布，美国政府已认定俄罗斯是叙利亚化学武器袭
击的同谋，准备追加对俄制裁，那时所掌握的就是
最新信息，即当时特朗普本应很快宣布对俄惩罚
性制裁。

但特朗普随后变卦，却没人通知她。以凯利
为首的白宫官员打算让黑莉“自背黑锅”，拒绝发
表替她澄清的声明。库德洛的言论让黑莉确信这
一点，于是她不顾助手阻拦，借助媒体“打脸”库德
洛。

媒体当时报道，这件事让特朗普政府内部分
歧罕见暴露在公众眼前。而按照英国《卫报》的说
法，黑莉的新书再次向外界描绘了一个“功能紊
乱、内讧且混乱”的白宫。参与报道水门事件的记
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作
者迈克尔·沃尔夫都曾描绘类似情形。

另一本定于 19 日上市的新书同样揭秘白宫
“黑料”。新书作者是一名匿名政府官员，去年曾
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部分白宫官
员私下打算用集体辞职等极端行为引发外界对总
统行为的注意。 新华社特稿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11日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周，准备应对“灾难性”野火。

多家媒体报道，2009年采用新的火灾风险分级
以来，当局首次把悉尼和周边地区的火灾危险级别
上调至最高的“灾难”级。

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和昆士兰州8日发生野火，
至今造成3人死亡，150多座房屋和超过85万公顷
森林和农田被烧毁。炎热干燥的天气助长火势蔓
延，有500万人口的最大城市悉尼遭火灾威胁。

新南威尔士州农村消防局局长沙恩·菲茨西蒙斯
说，这次火灾规模非比寻常，400名消防员及50辆车
从维多利亚州前往新南威尔士州增援。他强调，没有
任何建筑和防火设计能够承受这样的灾难性状况。

当局敦促处于最危险地区的居民撤离。新南
威尔士州紧急情况部长戴维·埃利奥特说，当地居
民面临的“可能是澳大利亚所见过的林火最危险的
一周”。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夏季炎热干燥，野火是
常见自然灾害。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
火灾害发生在2009年2月，摧毁维多利亚州数千座
房屋，造成173人死亡，414人受伤。新华社特稿

因为美国社会保障署出错，美国73岁健
在老人谢丽·爱丽丝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死
亡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报道，得克萨
斯州马格诺利亚居民爱丽丝11月1日用新办
银行卡买药时遭拒收。她打了几个电话询
问原因后发现，这是因为社会保障署错把她
的社保号码安在别人的死亡证明上。

爱丽丝接着发现，因为这个错误，社保
署停止向她发放社保金支票，她无法享受以
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联邦“医疗保健”服

务，也无法享受再保险。
爱丽丝每月仅为购买改善心脏状况和

稳定血压药物就要花 850 美元（约合 5949
元人民币），如果加上一些胃药，费用可高
达 1400 美元（9798 元人民币）。没有“医疗
保健”服务和再保险，她难以承担这笔费
用。

“医疗保健”部门告诉爱丽丝，他们对她
的情况无能为力，除非社保署“复活”她。爱
丽丝去社会保障署交涉，得知让她“复活”最
长可能需要45天。

“医疗保健”部门给爱丽丝开具一份证
明她还活着的文件，但是医生和药剂师说，
这份文件没用，因为爱丽丝在“系统”里仍是
死亡者。

爱丽丝多次去社保署交涉，仍未“复
活”，11日去询问何时能“复活”。

她抱怨：“如果社保署敲个键就宣布一
个人死亡，为何不能花30分钟让她活过来，
他们为什么不能快一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督查长
办公室2016年报告报道，社保署每个月发生
近1000个错误宣布死亡的案例。这种情况
可能给当事人“造成严重财务困难和苦
恼”。 新华社特稿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
布莱恩10日说，土耳其如果不放弃购买从俄
罗斯购买导弹防御系统，将面临制裁，但是
美方会竭其所能将土耳其留在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

奥布莱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
向全国》节目中说，美方对土方购买俄罗斯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十分不安”，土方如不
放弃，将面临《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制裁，

制裁将获得美国国会两党“压倒性”支持。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拟于13日开始访问美国，将会晤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和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
贝格。

“北约容不下S-400系统，”奥布莱恩说，
“北约容不下从俄方重大军事采购。他（埃
尔多安）在华盛顿时，总统会明确传达给他
这一信息。”

另一方面，奥布莱恩说，美国政府将“竭
尽全力”把土耳其留在北约，原因是土方“发
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失去这个盟友对
欧洲和美国都没有好处”。

土耳其1953年加入北约，军队规模在北
约中仅次于美国。土耳其与美国和一些北
约欧洲成员国有矛盾，关联叙利亚问题、土
耳其内部事务等，尤其是土方购买俄罗斯
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 新华社特稿

这是11月11日航拍的过火林地。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10日宣布
辞职。

他是玻利维亚首名印第安人总统和南美
洲在任时间最长左翼领导人。一些政治分析
师认为，莫拉莱斯辞职，不仅给玻利维亚带来
权力真空，而且加剧拉美地区政治分裂。

时代象征
莫拉莱斯命运受到广泛关注，不止缘于

他连任总统十多年，更在于他所代表的左翼
时代。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莫拉莱斯是十多
年前拉美左翼执政潮中最后一位在任总统。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左翼力量横扫拉

美政坛，在多个国家上台执政。莫拉莱斯执
政前，拉美地区已经出现的左翼领导人包括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巴西总统路易
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阿根廷总统内
斯托尔·基什内尔和智利首名女总统米切尔·
巴切莱特。

近年来，拉美左翼力量遭受挫折。查韦
斯去世后，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同时面临
国内经济困境与西方制裁压力；中右翼的智
利前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重新上台。

双重挑战
美联社报道，莫拉莱斯辞职，玻利维亚政

治可能陷入权力真空。作为法定总统继任
者，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都已辞
职。参众两院需选出新议长，继而委任参议
院议长代行总统职责，任命过渡时期内阁。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一地区政治对立
可能更加严重。拉美国家政府对莫拉莱斯辞
职的回应体现出“左右”之分。哥伦比亚、秘
鲁等国的中右翼政府呼吁玻利维亚尽早举行

“合法选举”；委内瑞拉、古巴等国领导人直指
玻利维亚发生“政变”。

墨西哥和阿根廷过去一年中分别回归和
即将回归左翼执政。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
洛·埃布拉德说，墨方愿向莫拉莱斯提供政治
庇护；阿根廷当选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
也认定莫拉莱斯遭遇“政变”。新华社特稿

美称将竭其所能把土耳其留在北约

美前驻联合国代表揭白宫内讧

野火威胁悉尼野火威胁悉尼 澳东部进入紧急状态澳东部进入紧急状态

莫拉莱斯辞职莫拉莱斯辞职 拉美分裂加剧拉美分裂加剧

美国社保闹乌龙美国社保闹乌龙 健在老人成健在老人成““死人死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
布莱恩 10 日说，尽管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非常重要”，美方不会“永远”提供援助。
他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

说，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够“好好相处”并
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我不会说美国将永远
那样（提供援助）”。

缘于克里米亚 2014 年经由公民投票脱
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冲突
等一系列事件，俄乌关系持续紧张。

奥布莱恩说，唐纳德·特朗普是首名批准
向乌方提供“杀伤性军事装备”的美国总统，

“这很重要”，但外界关注焦点却放在特朗普
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7 月一

次通电话的内容。
那次通话触发众议院启动弹劾调查，重

点是特朗普是否下令冻结对乌克兰将近4亿
美元军事援助，以换取泽连斯基调查民主党
总统竞选人乔·拜登及其儿子亨特。

白宫9月25日发布特朗普与泽连斯基7
月通话的内容记录。特朗普9日说，可能12
日发布第二份他与泽连斯基通话的内容记
录。

新华社特稿

美官员说不会“永远”向乌提供军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