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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称暂不打算与伊朗开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4 日否认白宫正考
虑派遣多至 12 万美军对伊朗动武，但不排除派遣
大军的可能性。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同
一天说，美国和伊朗“都不想打仗”
。
美国的欧洲盟友呼吁美伊双方冷静。

伊朗外长说

袭船事件“可疑”

【暂无打算
暂无打算】
】
特朗普 14 日回应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
“这是假新闻。
我会那样做吗？
当然会。
但是，
我们还
没有制订那样的计划。
希望我们不会被迫那样做。
如果做了，
我们会派比那（12万）多得多的部队。
”
《纽约时报》前一天以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
美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
里克·沙纳汉 9 日在白宫一场安全会议上提交针
对伊朗的更新预案，如果伊方袭击美军或加速研
制核武器，美方可能在中东部署多至 12 万军人。
与会官员除沙纳汉，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
瑟夫·邓福德、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家情报总监。
报道说，
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了解这一预案的细节。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4 日否认美方打算
5 月 14 日，
在美国华盛顿，
在美国华盛顿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赴路易斯安那州前对记者讲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赴路易斯安那州前对记者讲话。
。新华社
新华社//法新
主动对伊朗开战。蓬佩奥在俄罗斯索契与俄罗
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后在联合记者
伊方强硬应对，拒绝与美方重新谈判，把辖 都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
会上说，美方不寻求与伊朗开战，不过，
“ 如果美
区包括中东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及下属部队列为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同一天告诉蓬佩
国利益受到攻击，我们必将采取相应措施”
。
德方“不希望（美伊）发生军事冲突”
。
拉夫罗夫说，蓬佩奥向他澄清，派遣 12 万美 “恐怖组织”，警告将停止执行核协议部分内容、 奥，
恢复更高丰度铀浓缩活动。
蓬佩奥 13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分别会
军是“谣言”
。
哈梅内伊谴责美方撕毁协议，说与美方谈判 晤英国、法国、德国外交部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
博尔顿5日宣布，
美方向中东派遣一个航空母
，
与特朗普政府谈判“毒性更大”
。 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向盟友通报美方
舰打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遣队；
五角大楼 10 日说， 如同服“毒药”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 所获与伊朗相关的情报。陪同蓬佩奥访问的美
将追加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套导弹防御系统。
齐 14 日告诉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美方正在打 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赖恩·胡克承认，欧洲盟
【求诸心理
求诸心理】
】
“心理战”
。
友认同美方对海湾和中东局势的忧虑，
“ 但不认
《纽约时报》报道，
一些美国官员对可能派遣12 同华盛顿对伊朗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做法”
。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推测，伊朗与美国不
万美军前往中东的方案感到
“震惊”
；
一些力主以外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多国联军英国
会爆发战争。
“我们和他们都不希望打仗，”哈梅内伊说， 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的美方高级官员认为这一方 籍将军克里斯·吉卡 14 日说，联军方面在伊拉克
案是
“威吓战术”
，
旨在警告伊方不要再作挑衅。
和叙利亚没有发现来自“受伊朗支持武装力量”
“他们（美方）明白，战争对他们没有好处。
”
的威胁增加。
他说，双方正“较量意志”，伊方将继续“抵
【盟友忧虑
盟友忧虑】
】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稍后说，
抗”
，最终令美方退却。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13 日警告，美国 依据美国和盟友所获情报，伊朗支持的武装力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
对伊方“极限施压”，施行广泛和严厉制裁，把伊 和伊朗无意升级紧张局势，却可能“擦枪走火”、 量在中东地区构成“可信的威胁”，对驻伊拉克
美军的威胁“可能迫在眉睫”，美军及联军已经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要求伊方就 暴发冲突。
“我们需要一段冷静期，”亨特说，
“确保各方 加强戒备。
新华社特稿
核、导弹和地区安全等事项满足美方条件。
请。维新党当天召集党纪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丸
山开除出党。
松井 14 日以党首身份公开道歉，批评丸山
“身为国会议员跨越了底线，践踏了迄今为北方
日本维新党议员丸山穗高上周末“醉酒胡 岛，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丸山大声喧哗、不依不 四岛问题竭尽全力的所有人所做努力……醉酒
言”，言谈中暗示不惜与俄罗斯开战也要夺回北 饶，
“趁俄罗斯混乱的时候夺回不行吗？”
“不通过 不能成为借口，希望他懂得作为成年人应有的
方四岛。这番言论引起哗然，招致俄罗斯方面和 战争就毫无办法，不是吗？”
常识”
。
日本国内强烈批评。
现年 89 岁的大冢答道：
“我不想使用战争这
【致歉俄方
致歉俄方】
】
种词汇。
”
【醉酒胡言
醉酒胡言】
】
交流访问团部分团员 12 日抗议丸山的言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外交关系
根据日本与俄罗斯商定的一个免签证交流 行。丸山当即道歉，
但这场风波本周继续发酵。 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 13 日在首都莫斯
项目，由北方四岛原岛民组成的一个交流访问团
科召开的俄日州长 （知事） 会议现场告诉媒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
10 日至 13 日访问国后岛，现年 35 岁的丸山是日
体，丸山的言论“是俄日关系进程中最过分的
方陪同人员之一。
维新党党首、大阪市长松井一郎 13 日表示， （言论） ”
。
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在日本称作北方 将由干事长马场伸幸予以丸山严重警告。松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一次记者会上
四岛，在俄罗斯名为南千岛群岛。这些岛屿第二 说：
“ 真是愚蠢！我们已要求他作为公职人员撤 说丸山的言论“令人极其遗憾”，声称日本政府
次世界大战以前属于日本，二战后由苏联占领， 回言论并道歉。
”
仍然致力于以外交谈判方式解决北方四岛问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制。日俄
丸山 13 日深夜在东京向媒体宣布撤回言论，
松井 14 日说，丸山失言“造成严重外交问
就四岛归属有争议，
迄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
承认“欠缺对原岛民的考虑……令很多人不快， 题”，给北方四岛谈判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对
丸山 11 日晚在国后岛下榻处喝醉酒，质问交 就此道歉并撤回不当言论”
。
俄罗斯人民深感抱歉，打算经由外交渠道 （向
流访问团团长大冢小弥太：
“ 通过战争夺回这个
随着问责压力日增，丸山 14 日递交退党申 俄方） 表达歉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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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纠纷！
日俄纠纷
！日本议员醉酒言战

他和其余涉案人员否认犯罪。3 月 25 日，一名
法官以继续羁押特梅尔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将其
释放。5 月 8 日，里约热内卢第二联邦法院决定
撤销特梅尔的人身保护令，判决他应再度被监
前便将其监禁的理由。
禁。5 月 9 日，特梅尔自行前往巴西联邦警察局
除决定释放特梅尔外，第六专门小组还决定 圣保罗分局。
采取预防性措施来替代对他的监禁，这些针对特
检方称，特梅尔从事公务 40 年间“经营”这一
梅尔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其他正在接受调查的人 “犯罪组织”，收取或安排贿赂合计金额超过 18 亿
员接触、禁止变更住址或出国、要求上交护照、要 雷亚尔（约合 4.75 亿美元）。
求不得与该案有关的法律实体接触等。
巴西 2014 年 3 月启动“洗车行动”大规模反
巴西高等法院第六专门小组还将对特梅尔 腐调查，涉案人员包括众多政界、商界人士。时
的人身保护令作出最终裁决，但作出裁决的日 任总统特梅尔于 2017 年成为调查对象，遭检方起
期尚未确定。
诉，但国会众议院表决不予停职、不交予司法审
今 年 3 月 21 日 ， 特 梅 尔 因 涉 嫌 领 导 一 个 理。特梅尔 2018 年年底结束任期，不再享有在任
“犯罪组织”收受巨额贿赂而在圣保罗市被捕。 总统特权。

巴西高等法院决定释放前总统特梅尔
新华社圣保罗 5 月 14 日电（记者 宫若涵）据
巴西媒体报道，巴西高等法院第六专门小组 14
日作出临时决定，给予前总统特梅尔人身保护
令，将其立即释放。这一临时决定将在里约热
内卢的刑事法庭法官签字之后生效，特梅尔将
暂时重获自由。
巴西高等法院第六专门小组的 5 名成员中
有一人因故未参加当天的表决，其他 4 人均支持
释放特梅尔。该小组成员之一安东尼奥·萨尔达
尼亚说，并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特梅尔会妨碍
调查或继续犯罪，而这正是此前法官下令在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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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 14 日说，
发生在阿曼湾的商船遇袭事件“可疑”，这
类事件在伊方预料之中。
扎里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告诉媒体记
者，他当天与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杰讨
论这一地区的“可疑和破坏活动”，
“我方预
料到这类促使地区局势紧张的做法”
。
他另外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提及
他 4 月预料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
。
扎里夫上月在美国纽约参加美国智库
亚洲协会一场活动，指认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以色列总理本雅
明·内塔尼亚胡和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对伊朗态度强硬，可能“正谋划在这个地区
任何地点制造意外事件”，为美方作出“疯
狂”
和“冒险”举动制造借口。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2 日说，4 艘商船当
天在这一海湾国家附近海域遭破坏；沙特
阿拉伯政府 13 日说，其中两艘是沙特油轮，
船体受到相当大程度损坏，没有人员伤亡
和原油泄漏。媒体报道，另外两艘遇袭商
船分别是阿联酋油轮和挪威油轮。
这次袭击的细节暂时不清楚，
阿联酋和
沙特没有指认哪一方涉嫌发动袭击。
美联社报
道，美军派遣一个小组参与调查，发现每艘遇
袭船上都有一个洞，
位于吃水线上下，
直径1.5
米至3米，
初步推测这些船遭爆炸装置破坏。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7 日突访伊拉
克，称在伊拉克美方人员面临伊朗“袭击威
胁”
，要求伊拉克政府保障美方人员安全。
路透社 15 日以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人
员为消息源报道，按照蓬佩奥的说法，依据
美方情报，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
兵在美军基地附近部署火箭弹。
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
迪 14 日说，没有发现对美方人员构成威胁
的行动。两支民兵武装同样否认会袭击美
军。
“美国人的说法没有根据。”
“正义联盟”
发言人说，
“这让我们想起他们曾编造弥天
大谎，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
此为借口 2003 年入侵伊拉克。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多国联
军英国籍将军克里斯·吉卡 14 日说，联军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没有发现来自民兵武
装的威胁有任何增加”。但是，美军中央
司令部稍后说，驻伊拉克美军面临“可信
和可能迫在眉睫的威胁”
。 新华社特稿

美军侦察机

再次现身首尔上空
韩联社报道，朝鲜最近连续两次试射
发射体后，美国军队侦察机再次出现在韩
国首都首尔上空。据一个跟踪美军战机动
态的组织监测，过去一周，美军侦察机连续
三次现身首尔空域。
这个名为“飞行器观察”的组织 14 日在
社交媒体
“”
推特
“”
发布消息，
一架型号据信
为 RC-135W 的“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当
天白天出现在首尔及其附近的京畿道上空。
这一组织猜测，美军是在侦察朝鲜下
一步可能采取的军事动向。
韩国军方 4 日说，朝鲜方面当天上午从
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北方向发射数个类型未
知的短程发射体。
朝中社 5 日报道，
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指导了4日的火力打击训练。
韩国军方 9 日说，朝鲜当天试射两个
“不明发射体”，推测可能是“短程导弹”。
朝中社 10 日报道，金正恩 9 日再次指导火
力打击训练。
朝鲜有关部门 8 日说，朝方近期火力打
击训练属于朝鲜军队的“正常训练”
。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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