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
距 11 月 8 日总统选举投票日仅剩 11 天

对刚刚度过 69 岁生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
拉里·克林顿来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
斯·科米 28 日给了她一个突然袭击。
这一天，科米致信美国国会高层，宣布重启对
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机密
邮件的调查；这一天，距 11 月 8 日总统选举投票日
仅剩 11 天。
面对联邦调查局的突然发难，希拉里竞选团队
直指重启调查充满“政治色彩”；她的对手、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借机大做文章，直呼这
将是美国“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
“ 不能
让希拉里带着她的犯罪活动入主椭圆形办公室”
。

重启事关希拉里
“闺蜜”
科米 28 日在发送给国会高层的信中说，联邦
调查局在另一起与希拉里无关的调查中，发现了一
些看起来与希拉里“邮件门”调查相关的新邮件。
得知情况后，自己“同意联邦调查局采取适当调查
步骤”，以确定这些邮件是否包含机密信息并评估
其对
“邮件门”
调查的重要性。
科米说，
眼下无法预知相关调查将持续多久。
《纽约时报》随后援引匿名执法官员的话报道
说，联邦调查局在希拉里私人助理、被称为她“第二
个女儿”的胡玛·阿伯丁及其丈夫安东尼·韦纳的电
子设备中找到这些邮件。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
法，阿伯丁用一台韦纳的笔记本电脑将这些邮件发

特朗普还有机会吗

送给了希拉里。目前，韦纳因涉嫌向一名未成年女
孩发送色情信息，
正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
其实，联邦调查局今年 7 月已就“邮件门”调查
给出初步结论。科米当时宣布，希拉里担任国务卿
期间使用私人邮箱和私人服务器处理公务的行为
表明她及其高级助手在处理政府机密时“极度草
率”，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希拉里及其助手有意违
反法律，
调查结果不足以对希拉里提出诉讼。

“FBI 举动令人惊讶”
重启“邮件门”调查的消息传出后，特朗普在新
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的竞选集会上接连“补刀”，指
责希拉里没资格竞选总统。
面对选举冲刺阶段突如其来的一击，
希拉里团队
直言联邦调查局此时重启调查充满
“政治色彩”
，
理由
是科米的那封信只发送给了
“国会的共和党大佬”
。
希拉里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科米应当立即
向美国民众公布全部调查细节。
“ 离我们一生中最
重要的全国性选举还有 11 天，
美国民众（有权）立即
掌握全面、完整的事实，”她说，
“我相信，无论怎样，
他们将不会改变在 7 月作出的结论。
”
按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戴安娜·范斯坦的说
法，通常来说，联邦调查局在选举日临近时都会“相
当谨慎”，以免影响选举结果，但“他们今天打破传
统的举动令人惊讶”
。

乘客尖叫着涌向逃生出口 300 架次航班受影响

美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当地时间28日从芝加哥
起飞时起火，
造成多人受伤。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右侧起火
这架飞往迈阿密的波音 767 型客机搭载 161 名
乘客和 9 名机组人员，28 日 14 时 30 分从芝加哥奥
黑尔国际机场起飞时在跑道上起火。
路透社报道，乘客赫克托·古斯塔沃·卡德纳斯
在“脸书”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飞行员放弃起飞
后，
乘客尖叫着涌向紧急逃生出口。
目击者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乘
客从飞机左侧的紧急逃生滑梯撤离，飞机右侧则冒
出黑烟和火光，随后赶到的消防人员向机身喷水灭
火，
试图控制火情。
有关受伤人数的说法不一。有媒体报道说，起
火造成至少一名空乘人员和 7 名乘客受伤；但法新
社援引芝加哥消防部门官员胡安·埃尔南德斯的话
说，有乘客在撤离时受伤，伤情多为擦伤和扭伤，
“我们已把大约 20 名轻伤者送往数家医院接受治

乘客逃出飞机
疗”。美航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家航空运营商正协
助乘客搭乘当天晚些时候的航班前往迈阿密。

爆胎所致？
根据机场控制塔记录下的音频信息，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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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难撼希拉里领先势头
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之际，恰逢特朗普需要在
多个选举关键州填补民调
“黑洞”
之时。
最近几乎所有民意调查结果均显示，希拉里的
选情在全美范围内领先特朗普，在大多数选举“摇
摆州”占据优势。其中，美国选举预测网站“清晰政
治”
统计的全美民调平均结果显示，
截至 25 日，
希拉
里全国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5.4 个百分点。
对于重启调查对希拉里选情的影响，分析人士
认为，这件事可能让选民多少有些“分神”，但恐怕
难以对希拉里的领先势头构成致命打击。
“我认为，对‘邮件门’的担忧早已被烤进选举
蛋糕中，”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琳达·福勒说，
“选民知道她那样做了，也明白她那样做不合适
……但要（在最后关头）看到（选情）发生巨大变化
并不容易。”
相比选情，民主党人更担心的事情似乎在选举
结束之后。他们认为，希拉里如果当选总统，面对
虎视眈眈的国会共和党人，深陷“邮件门”的她恐怕
会陷入丑闻和调查交替循环的怪圈。
无论怎样，
在民主党人、
曾任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竞选策略师的汉克·欣科普夫看来，
这场选举已经完
全被
“负能量”
所淹没，
“没人记得一件事的开头，
他们
只会记住结尾。选民会记住些什么呢？只有性、丑
闻、
腐败和电子邮件”
。
文/闫洁 （新华社特稿）

美客机起飞时着火至少 8 人伤
客机当时满载 19 吨燃油

07

后，空管人员立即引导即将降落的其他航班“飞往
别处”
，
同时让出所有跑道以便救援车前往救援。
眼下，客机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中。美国联邦
航空管理局发言人托尼·莫利纳罗说，依据飞行员
初步报告的信息，客机在起飞时轮胎爆胎，导致一
个发动机受损，
飞机冒出黑烟。
负责机场救援的芝加哥消防部门官员蒂莫西·桑
皮证实客机的一个发动机在起飞时起火。桑皮说，
如
果不是救援及时，
情况可能更糟，
原因是这架客机当
时满载19吨燃油，
而消防人员抵达时燃油正在泄漏。
“（客机的）两个发动机和机翼大面积起火，”桑
皮说，
“这（起事件原本）可能是毁灭性的。
”
联邦航空管理局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调查人员已经到达事发现场展开调查。芝加哥航
空局说，
奥黑尔国际机场的运营并未中断，
但全部 8
条跑道中的至少 3 条暂时关闭。
美国航班追踪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
这起事件发
生两小时后，
奥黑尔国际机场至少300架次航班的起降
受到影响。
文/郑思远（新华社特稿）供图/东方IC

中国 180 票再度当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中国等 14 个国家 28 日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成员，
任期从 2017 年至 2019 年。
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当天举行不记名投票，改
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以 180 票当选。其他当
选国家还有突尼斯、南非、卢旺达、埃及、日本、伊拉
克、沙特阿拉伯、匈牙利、克罗地亚、古巴、巴西、美
国和英国。
人权理事会于 2006 年 3 月建立，
其前身是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主要人权机
构，总部设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共设 47 个席位，
其中亚洲和非洲各占 13 席，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占 8
席，
东欧占 6 席，
西欧和其他地区占 7 席。
联大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权理事会成
员，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一次。
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方可寻求新任期。中国曾
在 2006 年至 2012 年以及 2014 年至 2016 年担任
人权理事会成员。

韩调查崔顺实之女
靠特长上名校黑幕

随着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崔顺实“干政”事件
继续发酵，崔顺实之女“走后门”上名校一事也得到
广泛关注。韩国教育部门 28 日宣布，
将成立一个专
项调查组，
就此事展开彻查。
根据韩国教育部的说法，该部门将成立由 10
名以上监查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梨花女子大学
就招生情况、体育特长生的出勤及成绩管理规定进
行全面调查。这场调查预计为期一周左右。
梨花女子大学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
一。崔顺实之女郑某 2015 年以“马术特长生”资格
被这所大学录取。但韩国媒体质疑，梨花女子大学
涉嫌招生黑幕，为了录取郑某而特别修改招生简
章，
当年首次招收马术特长生。
此外，郑某申请入学时，在截止日期过后才向
学校交出在亚运会获金牌的相关材料，但校方仍同
意给她加分。
韩国媒体援引郑某同学的话报道，郑某从不去
上课，提交的免出勤材料也不符合学校要求，却没
有考试不及格过，
有些科目甚至还得了高分。
这一消息传出后，梨花女子大学数百名师生举
行抗议活动，要求校长引咎辞职。在舆论压力下，
校长崔京姬本月早些时候已辞去职务。
韩国教育部宣布启动调查同日，
“亲信门”主角
崔顺实 28 日再次公开发声。她通过律师表示，
自己
如有违法之处，
愿意接受惩罚。

美国优步大胆预测
10 年内“打飞的”上班

意大利一公路桥垮塌 一人死亡

想不想当
“空中飞人”
，
天天
“打飞的”
上下班？美
国优步公司大胆预测，
10年内这一想法将成为现实。
这家打车软件开发商27日公布一份长达98页的
白皮书，
描绘了未来
“打飞的”
上下班的美好图景，
并对
可行性进行评估。
法新社报道，
报告的两名作者、
优步产品开发负
责人杰夫·霍尔登和产品经理尼基尔·戈尔认为，
优步
空中交通将利用三维空域，
缓解地面交通压力。它与
城市通过摩天大楼拓展空间的做法类似。可垂直起
降的小型电动飞机将搭建起城郊之间快速、
可靠的交
通网络，
并最终实现城际空中交通。
过去几十年来，可垂直起降飞机一直是美国飞
机制造商、军方、国家航空航天局和联邦航空局的
研究对象。优步报告认为，最新技术已经可以制造
出这种兼具零排放、零噪音等优点的电动飞机。这
家目前致力于探索无人驾驶技术的公司说，未来的
“空中”
的士最终也可能实现全自动化。

口腔健康与肺炎有关
定期看牙医可防肺炎
当地时间 10 月 28 日，
意大利莱科至米兰一处公路桥在一辆大型拖车重压下垮塌，
造成 1 人死亡，
4 人受伤，
其中包括 3 名儿童。

供图/东方 IC

北约陈兵东欧意欲何为

北约正在进行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
在靠近俄罗斯的东欧地区，北约正在进行冷战
后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在日前举行的北约国防
部长会议上，
多个成员国允诺出兵，
从明年 1 月开始
驻军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
消息一出，有关北约可能与俄罗斯擦枪走火乃
至爆发冲突的猜测再次传开。但综合分析可知，北
约决定陈兵东线，更多在于威慑俄罗斯，而非进
攻。北约更想与俄罗斯展开一场兵不血刃的“持久
战”
，
而非两败俱伤的
“遭遇战”
。
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战略调整其实一直在进行。
早在今年7月的华沙峰会上，
北约领导人就决定加大
在中东欧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
部署4个营的多国部队。其中，
英国、
加拿大、
德国和
美国将分别向 4 个军营派出 1000 名官兵。这次北约
防长会议的重点就是具体落实增兵计划。
在前沿阵线增兵 4000 人只是北约调整军事部
署的一步棋，背后是更大规模的指挥和作战系统的
改革与调整，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北约在欧洲东线
的军事反应能力。按照北约的作战规划，一旦东线

明年 1 月开始驻军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

有事，北约可以迅速作出有力反应，快速部署军力，
协调指挥作战，
后勤补给及时跟进。
分析人士指出，从战略上看，增兵东欧也是北
约在冷战后的一次重大调整。2013 年爆发的乌克
兰危机是北约战略调整的转折点。这一危机使得
刚从阿富汗战争抽身的北约重回传统的“集体防
御”。北约方面担心，一旦俄罗斯复制在乌克兰危
机中的做法，北约东部国家将无险可守，处于最前
沿的波罗的海三国更是首当其冲。近期，为提高和
检验实际作战能力，北约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进
行了多场针对性很强的军事演习，
原因也在于此。
冷战落幕 20 多年来，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
从未真正消失。而乌克兰危机以来，双方博弈和对
抗的烈度持续升级，一条贯穿南北、紧密布防的“对
峙线”如今正在欧洲东部浮现、成型和固化。
“对峙
线”西面是步步东扩的北约集团，东面则是誓守要
地 的 俄 罗 斯 。 很 多 人 因 此 担 心 欧 洲 陷 入“ 新 冷
战”。但实际上，北约此次增兵东线并非意在与俄
罗斯开战，更多在于安抚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同时对俄加大威慑。
首先，虽然北约决定增兵，但俄方在这一地区
的兵力仍强于北约。几个月前，俄罗斯宣布将为西
部军区增加 3 个旅的兵力。其次，
在北约看来，
俄最
有可能重复先前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的作战
方法，而非大规模进攻，对此，北约只需加强针对性
防范和部署。再次，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俄罗斯，
受制于各自内政、外交、经济等因素，仍需要保留与
对方对话和合作的空间。最后，俄始终注重通过核
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利益，这也极大降低了北约和俄
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
回顾冷战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跌宕起伏的关
系可以发现，双方结构性矛盾始终难以消除，北约
长年奉行的“遏俄”、
“弱俄”战略不会有根本转变。
在欧洲博弈的大棋局中，虽然俄多次释放和解信
号，但北约始终视其为战略对手，不断打压遏制。
虽然北约未必想挑起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或直接
冲突，但显然也不会放弃削弱俄罗斯、蚕食俄地缘
战略空间的长期战略。
文/新华社记者 张伟

定期看牙医不仅有益牙齿健康，
还可以防肺炎。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米歇尔·多尔副教授在传染性
疾病论坛 IDWeek2016 年年会上报告上述研究结
果。多尔带领研究小组分析了超过2.6万名美国人的
健康数据库，发现 1.68％的研究对象患过细菌性肺
炎，
与一年接受两次口腔检查的研究对象相比，
从不
看牙医的研究对象得肺炎的风险高86％。美国每日
科学网站 27 日援引多尔的话报道，
口腔健康与肺炎
的关联早有记载，
而常看牙医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
途径，
“我们无法消灭口腔内所有细菌，
但良好的口腔
卫生能够减少引起肺炎的坏细菌”
。

法国小镇禁 UFO 降落
见到外星人立即逮捕
如果外星人要登陆地球，可能会避开法国一个
名叫“教皇新堡”的小镇，因为小镇明文规定：禁止
外星飞碟在小镇“飞越、降落或起飞”。事实上，这
条法令生效于 62 年前。1954 年，有报道称目击外
星飞船，小镇时任镇长吕西安·扬就颁布了这条法
令。法令还规定，一旦见到外星生命立即逮捕。直
至今日，法令依然有效。小镇现任镇长克洛德·阿
夫里尔告诉蓝色法国电台：
“ 我不打算碰这条禁
令。它增添了情趣，创造了没啥坏处的口碑，没有
人会觉得受骗。”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条法令
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好多记者从远方赶来采
访时任镇长扬。扬的儿子埃利耶·热纳说，父亲“想
给教皇新堡做广告”，他成功了。教皇新堡是法国
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本栏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