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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
迎鼠年
鲜亮的红色，灿烂的金色，
让美国迪士尼加利福尼亚州冒
险乐园洋溢着东方喜庆。不论
是大红灯笼高悬的牌楼、翻腾起
舞的彩龙，还是鼠年大吉和恭喜
发财等祝福语，都让来自全世界
的游客沉浸在浓浓的中国年味
之中。
文并图/新华社

利比亚东部武装
为峰会谈判增筹码
新华社电 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召
开在即，效忠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利法·哈
夫塔尔的东部部族武装夺取多个石油出
口港口，明显意在掐断西部政权、即民族
团结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
为哈夫塔尔增
加谈判筹码。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18 日说，支持
哈夫塔尔的部族武装 17 日夺取东北海岸
沿线和南部多个石油出口终端，
命令国家
石油公司下属 5 个分公司暂停石油出口，
总共涉及 50 多处油田和多座油港。这一
禁令使利比亚石油出口每天减少 80 万
桶，
损失 5500 万美元收入。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致信东部政权
主要人物、国民代表大会主席阿吉拉·萨
利赫·伊萨，要求对方立即撤销封锁石油
出口的决定。
美联社报道，
石油是利比亚东西两个
政权的经济命脉，
东部武装这一举动无异
于给西部民族团结政府釜底抽薪。

也门胡塞武装
发起“钞票战”
？
新华社电 经历一个月过渡期，也门
反政府胡塞武装针对也门中央银行所发
行新钞票的禁令 18 日正式生效。多家媒
体报道，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开辟“新战
场”
，
也门国内有出现
“两种经济”
的风险。
胡塞武装去年 12 月中旬宣布，将废
除也门央行最近 3 年发行的本币里亚尔
新钞票，
这一武装所控制地区的民众今后
不得持有或流通新钞，
过渡期一个月。胡
塞武装承诺，
过渡期内将为交出新钞的民
众兑换旧钞，或兑换由这一武装发行的
“电子货币”
。
按照胡塞武装先前说法，
在禁令生效
后继续使用新钞的民众将面临惩罚，
包括
监禁。
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
不少民众急
于将新钞换成
“皱巴巴”
的旧钞，
导致旧钞
供不应求，
每天
“限量”
供应。首都萨那一
名居民说，
他在距离禁令生效还剩一周时
前往兑换点，得知旧钞要等 3 至 5 天才能
“到货”。对往来于双方控制地区的商人
而言，
做生意的成本大大提高。

美弹劾案未开庭“控辩”
双方先掐架
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案
审理还没正式展开，
“控辩”
双方 18 日已隔空激辩。
众议院民主党籍弹劾案“管理人”当天向参议院递交
案情摘要，指认总统行为是美国宪法起草人的“最大梦
魇”。总统律师团队同一天首度回应众议院弹劾条款，指
认弹劾条款是对
“美国民众自由选择总统的危险攻击”
。
“管理人”
由 7 名民主党众议员担任，
角色类似于庭审
中的控方。他们 18 日递交的 111 页案情概要汇总十余名
证人的公开和闭门证词，
包括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
尼的合作伙伴列夫·帕纳斯提供的
“新料”
，
以及国会下属政
府问责局认定白宫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违法的报告。
众议院去年 12 月表决通过两项指控特朗普的弹劾条
款，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弹劾的
总统。其中，滥用职权条款主要缘于特朗普一度冻结对

乌 3.91 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施压乌方调查政治对手民主
党总统竞选人乔·拜登父子。
“管理人”在案情摘要中写道，特朗普的行为是“起草
美国宪法的开国元勋们的最大梦魇”。他们当天发表联
合声明说，案情所述事实“无可争议、证据确凿”，特朗普
“为个人政治利益而滥用职权，唆使外国干预美国选举”，
因而危及美国的
“国家安全、选举完整性和民主”
。
路透社报道，这是“管理人”首次正式呼吁参议院定
罪并罢免总统。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控方的案情摘要强
调弹劾总统是一种政治程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过
程。美国宪法规定，只要总统遭议员认定“高度犯罪或行
为不当”
，
便可以遭罢免。
总统律师团队同一天也发表 6 页文件，
首次就众议院
所控滥用职权、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作出回应。

文件指出，上述指控只不过是想要罢免总统的党派
举措，是对“美国民众自由选择总统的危险攻击”。
“ 这是
一种厚颜无耻的非法尝试，企图推翻 2016 年总统选举结
果，
并干预数月以后的 2020 年选举。
”
美联社报道，总统律师团队定于 20 日向参议院递交
案情摘要，
“ 管理人”可在次日作出回应。眼下辩方同样
拿宪法解释做文章，认定弹劾条款本身违反宪法，因为两
项指控都不构成犯罪。
白宫 17 日宣布多名明星“大状”加入律师团队，包括
肯尼思·斯塔尔和阿兰·德肖维茨。斯塔尔是前总统比
尔·克林顿任内的美国政府独立检察官，跟踪调查了克林
顿性丑闻始末。德肖维茨曾为涉嫌杀害前妻的美国前橄
榄球明星 O·J·辛普森以及牵涉性侵丑闻、去年在狱中身
亡的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作辩护。
据新华社

伊朗要将黑匣子送往乌克兰
伊朗 18 日说，坠毁乌克兰客机的两只黑匣子将被送
往乌克兰作分析。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
道，乌克兰专家正在伊朗参与调查坠机事件，向伊朗方面
请求将黑匣子送往乌克兰，获得伊朗方面同意。报道没
有说明黑匣子将于何时送往乌克兰。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哈桑·礼萨
伊法尔说，伊朗眼下无法读取客机黑匣子内容。应乌克
兰方面要求，
将把黑匣子送往乌克兰。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00 客机 8 日在
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不久后坠毁，167 名乘客和 9 名机组
人员遇难。伊朗军方 11 日承认，
这架客机遭伊朗军方
“非

故意”
击落，
此事由
“人为错误”
导致。
坠机当天，两个黑匣子在失事区域先后找到，即飞行
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有损坏痕迹。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17 日说，
两只黑匣子受损
严重，而世界上有能力读取和分析黑匣子数据的国家不
多，法国是其中之一。加拿大方面认为，伊朗“缺乏足够
的专业技能，主要还是缺乏所需设备”，应将黑匣子交给
法国作分析。
坠机事件遇难者多数为伊朗人和伊朗裔加拿大人，
还
有乌克兰、瑞典、阿富汗、德国和英国人。多数乘客原本打
算从德黑兰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
再转机前往加拿大。

乌克兰先前提出，希望伊朗将黑匣子送往乌克兰
作分析。乌克兰外交部说，预期伊朗代表今后几天抵
达基辅。
礼萨伊法尔说，如果乌克兰方面也无法读取，黑匣子
将被送往法国作分析。按照他的说法，希望“利用法国、
加拿大和美国的专业技能”
，
共同分析黑匣子数据。
伊朗曾提议由第三国帮助解码黑匣子，邀请加拿大、
法国和美国派人赴伊朗下载黑匣子数据，遭三方拒绝。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多国建议伊朗把黑匣子送往法国，
14 日曾有消息称伊朗已把黑匣子送去法国。
据新华社

哈里夫妇今春退出英国王室公职
英国王室 18 日晚宣布，从 2020 年春天开始，哈里王
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将不再承担作为英国王室成员的公
务，
不再拥有
“殿下”
称号，
不再获得公共资金。
依据这份白金汉宫声明，哈里依旧是王子和英国王
位第六顺位继承人，哈里夫妇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
夫人头衔，他们可继续使用在英国温莎的住宅，同时将偿
还当初翻新住宅花费纳税人的钱。
英国王室高级成员上周举行家庭会议，商讨哈里夫
妇有意淡出王室事宜，身在加拿大的梅根经由电话参与
讨论。
哈里与美国演员梅根 2018 年 5 月成婚，育有一子阿
奇。哈里夫妇本月 8 日突然宣布将从英国王室
“隐退”
，
同
时寻求经济独立，会在英国和北美两地生活。媒体报道

称，他们单方面宣布决定，先前没有征询女王和其他王室
成员意见。
此前，哈里夫妇的安保主要由伦敦警察局一支特警
组负责，费用来自公共资金，即由纳税人埋单。至于今后
是否维持同样安排，王室声明说仍在考量过程中。由于
今后哈里夫妇在英国和北美两地之间往来，安保成本预
计会升高。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声明中说：
“我们一起为我
的孙子和他的家庭找到一条建设性的、能帮助他们的出
路。哈里、梅根和阿奇永远是我家庭中深受喜爱的成员。
我能感受到过去两年密集的（媒体）关注让他们经受挑战，
我支持他们追求更加独立生活的愿望……我的整个家庭
希望他们可以从此开始创造开心、
宁静的新生活。
”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琼尼·戴蒙德说，王室声明措辞
看似暖心，实则表现出女王坚决、果断的“分家”立场。
“哈
里和梅根还是王室家庭的成员，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再有
王室身份。
”
评论员阿拉斯泰尔·布鲁斯对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说：
“我认为女王已经将这场危机处理妥当，她清晰地划出边
界，隐私和王室身份，你只能选一样。”另一名评论员彭
妮·朱诺认为，新的安排对各方都好：
“ 不再有模糊地带。
他们将带着女王的祝福重新开始（生活）。
”
不愿公开姓名的王室消息源告诉路透社，哈里的父
亲查尔斯王储将继续资助哈里夫妇；他们今后大部分时
间生活在北美，
眼下没有与他人签订商业合同。
据新华社

数字看点

61年来首次

330毫米

7人失踪

6.3级地震

8人丧生

古巴 18 日在全国 15 个省表决选出各
省省长和副省长。这是古巴自 1959 年革
命胜利以来首次恢复省长和副省长职位。
新当选的各省省长和副省长将于 2 月
8 日宣誓就职，任期 5 年。省长和副省长
就职之后，各省省委将由省长、副省长、社
区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及每个社区的区
长组成，
以替代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奥兰多·古铁
雷斯说：
“ 这是对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制度
进行改革的一部分。”古巴哈瓦那大学法
学院教授利赛特·佩雷斯说，新结构有利
于加强公民对决策过程的参与。经济分
析师特雷莎·拉娜认为，设立省长和副省
长职位将有利于支持城乡发展。

澳大利亚东部 18 日继续受暴雨侵
袭，缓解林火火势，然而导致部分地区发
生洪水。
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
州今年受干旱和林火影响最严重。当地
媒体报道，东北部昆士兰州许多地区 17
日晚至 18 日早的降水量大约 100 毫米，
州东南部一些地区降水量达 330 毫米，打
破纪录。
暴雨导致几条主要高速公路和一些
主题公园关闭。昆士兰州警方说，
18 日早
晨接到 50 多个有关道路被淹的报告。
昆士兰州气象局 18 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说，雨势已经减弱，但是周末仍可
能有阵雨和雷雨。

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和警方 18 日
说，7 人前一天在安纳布尔纳地区遭遇雪
崩后失踪。
17 日降暴雪以后，安纳布尔纳峰大
本营附近海拔大约 3230 米的区域发生雪
崩。4 名韩国人和 3 名尼泊尔向导登山途
中失踪。
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部官员米
拉·阿查里雅说，直升机从安纳布尔纳区
域疏散大约 200 人，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失
踪人员。
当地旅行社员工桑德什·潘迪说，
4名
失踪的韩国人来自韩国一个徒步团队。
团队原有 11 名韩国人，其中两人当天没
有参加徒步，
5 人遭遇雪崩以后脱险。

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省 18 日夜发
生 6.3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报告。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
局消息，地震发生于雅加达时间 18 日 23
时 38 分（北京时间 19 日 0 时 38 分），震中
位于巴布亚省查亚普拉县陆地区域，震源
深度为 56 公里。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记录到
距离震中较近的乡镇有较强震感。该局未
就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但警告说震中
附近有可能发生余震，
提醒居民保持警惕。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发生
大小地震数千次。2018 年 9 月，
印尼中苏
拉威西省栋加拉县发生 7.4 级地震，地震
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 2000 多人死亡。

位于捷克北部边境城市韦伊普尔蒂
的一家福利机构 19 日早上发生火灾，已
造成 8 人丧生、29 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发生火灾的福利机
构里大多是患有残疾的病人。受伤的人
中有 3 人重伤，其他人轻伤或吸入烟气，
救援人员正在核实情况。当地应急管理
部门已经宣布紧急状态。起火原因尚在
调查中。
本组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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