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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
人肖恩·斯派塞4月19日在例行
发布会上被反复问及“行踪成谜”
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坚称自
己和特朗普此前的表述都没有问
题时，斯派塞数次要求提问的记
者们直接去联系太平洋司令部或
国防部。

“太平洋司令部说‘卡尔·文
森’号航母战斗群最终会抵达朝
鲜半岛，那确实是该航母将要做
的事。而我此前被问到的是用某
个航母战斗群表示威慑和存在意
味着什么，我也清楚地回答了。
至于其他问题，我建议你去问国
防部。”斯派塞说。

事实上，“卡尔·文森”号到底
在哪儿最近一周已成为全球媒体
关注的焦点。本月8日，美军太
平洋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卡尔·
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离开新加坡
往北航向西太平洋海域。此举被

解读为美国应对朝鲜威胁之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12 日接

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他
派了一个“无敌舰队”，“非常强
大，我们有潜艇，比航母还强大”。

当地时间15日，朝鲜在平壤
举行规模庞大的阅兵式，并在16
日试射导弹失败。与此同时，根
据美国海军官网照片，一直被以
为在朝鲜附近海域的“卡尔·文
森”号其实正在通过巽他海峡，与
朝鲜半岛海域相差约 5600 公
里。一时间舆论哗然，认为美国
官方是在朝鲜半岛危机时刻故意
混淆视听。

“卡尔·文森”号的脸书官方
账号18日晚间则发文称，其部署
已被延长30天，以在朝鲜半岛海
域持续存在。据媒体称，该航母
此前一直在与澳大利亚海军进行
军事演习。

19日当天，在被记者问及特

朗普是否把航母去向的“时间线”
搞错了时，斯派塞称，“总统当时
说的是我们有一个无敌舰队驶向
朝鲜半岛，这是一个事实，它确实
发生了”。他反复强调，太平洋司
令部说的是“卡尔·文森”号最终
目的地是朝鲜半岛，它最后也确
实驶向朝鲜半岛了。

被记者反复追问的斯派塞将
“皮球”踢向国防部，而正在沙特
阿拉伯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吉
姆·马蒂斯当天也确实被记者问
到这一问题。他说，我们说过要
改变“卡尔·文森”号的行程，该航
母也确实如我所说在西太平洋海
域上下游弋。

马蒂斯辩解称，“卡尔·文森”
号从新加坡驶出后，确实按原计
划向南航行，但后来改变行程向
北驶往朝鲜了。“我们一般不会提
前通报军舰行程，但我也不想玩
文字游戏说我们没有改变行程。

其实我们确实改了”。他强调，
“卡尔·文森”号将确保美国对太
平洋西北地区盟友的坚定支持。

据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引用白宫高级官员的话
称，造成“卡尔·文森”号“去向成
谜”的原因其实是白宫与五角大
楼之间沟通不畅，而且与掌控该
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缺乏及时交
流。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
彭斯19日也为特朗普辩解称，总
统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表明我们已
做好准备。我们是想向朝鲜传递
清晰的信号，无论用何种武器对
付我们的盟友或美国海外军事力
量的企图，都会被打败，而且是会
被以压倒性的力量打败。

据美国媒体称，“卡尔·文森”
号将于本月底前驶入朝鲜半岛附
近海域。

（澎派）

“航母乌龙”令美政府难堪
白宫辩称受军方误导

本报讯 居住在朝鲜东部咸
镜南道咸兴的日本女性荒井瑠璃
子于4月19日接受了日本媒体的
采访。荒井现年84岁，她在二战
结束后的混乱时期被留在了朝
鲜。

荒井于 1933 年出生于日本
统治下的现在的韩国首尔，其父
母是日本熊本县人。二战刚刚结
束后，12岁的荒井在跟随家人返
回日本的途中，在咸兴与家人走
散。此后，当地的一个家庭收养
了荒井，她后来与一名朝鲜男子
结婚生子，并且已经有了孙辈后
代。但是，荒井迄今为止一次都
没有回过日本，一直与居住在熊
本县的亲属进行信件往来。

朝鲜允许日本媒体采访生活
在当地的日本人实属破例，这表
明朝方在将日本人绑架问题搁置
的情况下，正在寻求与日本进行
对话的途径。

朝鲜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大
使宋日昊 17日在平壤接受了日
本媒体采访，宋日昊发出警告，如
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遭受最大
损失的会是日本。不过，宋日昊
坦言，如果日本解除对朝制裁，朝
鲜将接受日本对朝政策。对于二
战遗留在朝日本人的遗骸问题，
宋日昊也表示将会以人道主义方
式应对。对于宋日昊的表态，日
本政府认为，朝鲜有同日本进行
对话的意愿。

（海外）

朝破例允许日媒
采访境内日本人

本报讯 韩国外交部4月20
日表示，韩美双方已据《驻韩美军
地位协定》（SOFA）走完“萨德”落
地所需的供地程序，美军得以正
式准备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当地时间4月20日上午6点
40分，驻韩美军将装载两台重型
机械的军车开进“萨德”部署地
庆尚北道星州郡，途中遭到 30

多名当地居民的阻拦。情绪激
动的居民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
两名居民受伤，其中1人被当场
送往医院。

在僵持 40 多分钟后，军车
在警察引导下进入星州高尔夫
球场。据悉，本次运输的重型
机械是兼具推土机和挖掘机复
合功能的作业设备。随后，上

午 8 点 30 分，又有一辆装载移
动式洗手间的货车和一辆废物
处理车驶来，但在居民的执意阻
拦下，这两辆车不得不原路返回。

报道称，目前“萨德”部署地
附近的村民会馆前有50多名居
民负责巡逻监视，以防再有“萨
德”设备运入。

（海外）

美军车开进韩国“萨德”部署地
当地居民誓死阻拦致两人伤

据新华社堪培拉 4 月 20 日电
（记者赵博）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20日表示，澳政府决定从即日起提
高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门槛”，申
请者需接受更加严格的英语考试，
并被要求遵循澳大利亚的价值观。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特恩
布尔宣布对入籍政策进行改革，主
要内容包括：要求所有申请者通过
包括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等项目
在内的独立英语测试；在成功申请
永久居民身份前，在澳大利亚的最
短居住期限从此前的1年提高至4
年；限定入籍考试次数，从此前的无
考试次数限制变为申请者只能申请
3次考试，并在考试中引入自动失
败机制，如作弊等行为；申请者要展
示和证明采用何种方式融入澳大利
亚社会和对社会有所贡献，例如就
业证明、子女入学证明等。

澳修订入籍政策
永居满4年才能转公民

本报讯 美国当地时间4月 19
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旨
在谴责朝鲜16日试射导弹的声明，
但遭到俄罗斯方面的反对。

据报道，由美国提交给安理会
的声明草案获得了除俄罗斯以外
的安理会成员国的一致赞同。美
国方面一位外交官称，目前尚不清
楚俄罗斯方面的原因，美国方面希
望弄清楚。

几名匿名外交官称，俄罗斯表
示反对的原因是声明草案中有通
过“和平、外交以及政治的手段解
决当前问题”的表述，略掉了之前
声明中“通过对话”的方式这一措
辞。 （澎派）

美提交谴责朝射弹
安理会声明草案
俄罗斯表示反对

据新华社安卡拉4月19日电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19日发表
声明宣布，驳回部分政党和选民关
于判定修宪公投结果无效的请求。

提出这一请求的政党是最大
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人民民主党
和爱国党。

本月16日，土耳其举行修宪
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
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主导的
支持修宪阵营赢得51.4%的选票，
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

公投初步结果出炉后，共和
人民党指责公投中存在“不正当
行为”，要求重新统计部分选票。

共和人民党副主席比伦特·泰兹
詹认为，公投存在“严重的合法性
危机”。该党发言人塞林·萨耶
克·伯克19日表示，公投过程存
在欺骗行为，公投结果被人为操
纵，共和人民党不承认这一公投
结果。她称该党将采用一切合法
措施促使公投重新举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表
示，投票结果表明，就涉及总统制
等问题的争论已经结束。土耳其
总理、正发党主席耶尔德勒姆说，
一旦公投最终计票结果宣布，埃
尔多安将重新回到他此前建立的
正发党。正发党19日说，该党已

经着手计划埃尔多安重回党内领
导位置。

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土总统
将不再接受政党中立的限制，可
以继续担任政党主席。

修宪公投初步结果公布以
来，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
兹密尔三大城市在内的至少20
个城市接连爆发抗议示威活动。
据土媒体报道，每天都有数千名
抗议者要求宣布公投无效。

伊斯坦布尔市中心贝希克塔
什区超过80%的选民投票反对修
宪，该区也成为示威者集会地之
一。过去三天，每晚都有数千人

聚集在街道上游行。
据土耳其《自由报》报道，警方

19日在伊斯坦布尔拘捕了至少38
人。

此次公投涉及 18 项宪法修
正条款，其中最具争议的条款是
将土耳其共和国政体从议会制改
为总统制。此次修宪获得通过，
意味着土耳其将从2019年总统
选举和议会选举后开始正式实施
总统制，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
来实行的议会制将宣告结束。土
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说，最终计
票结果将在公投后的 11至 12天
内公布。

土选举机构驳回公投无效请求
多地爆发抗议活动

事发现场（图片来源：海外网）

本报讯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美
国与伊朗关系趋紧。4月19日，美
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指责伊
朗正在煽动一些中东国家的内部
冲突，破坏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
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的利益。

蒂勒森表示，伊朗仍然是“首
要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政
府目前正在重新审视对伊政策。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经过多
年马拉松式艰难谈判，于2015年7
月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
协议，伊朗将限制核计划；作为交
换，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制裁。
而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对伊朗核问
题协议表示不满。同时，美方以伊
朗坚持试射导弹为借口对伊朗不
断施压，加大对伊朗的单方面制
裁，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小新）

美国务卿蒂勒森：

伊朗仍是首要支恐国家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19日电（记
者安晓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9日发
布消息说，执法人员当天在新莫斯科
地区一处公交车站逮捕了圣彼得堡
地铁爆炸案嫌疑人阿布罗尔·阿齐莫
夫的哥哥阿克拉姆·阿齐莫夫。

消息说，执法人员在逮捕行动
中从阿克拉姆·阿齐莫夫身上发现
一枚RGD-5手榴弹。据联邦安全局
推测，阿克拉姆·阿齐莫夫帮助传递
用于准备恐怖袭击的钱款，并与国
际恐怖分子进行联系。

阿布罗尔·阿齐莫夫17日在莫
斯科郊外奥金佐夫地区落网，俄联
邦安全局说正是他训练了在圣彼得
堡地铁实施爆炸袭击的犯罪嫌疑人
阿克巴尔容·贾利洛夫。

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

嫌疑人哥哥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