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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化武组织进入叙利亚杜马
调查“化武袭击”事件

古巴新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人物名片
“革命之子
革命之子”
”
继续引领古巴前行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 19 日宣布，米格尔·迪亚
斯－卡内尔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
这位出生在古巴革命胜利后、
成长
于普通家庭、
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
来的
“革命之子”
正式接替劳尔·卡
斯特罗，
继续引领古巴前行。
迪亚斯-卡内尔参过军，
退役
后回大学教书，此后到古巴共产
主义青年联盟工作，并于 1993 年
投身党的工作，先后在两个省担
任省委第一书记。
2003 年迪亚斯卡内尔进入古共中央政治局，成
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2009 年
出任高等教育部长，2013 年出任
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虽出生于卡斯特罗领导的上
世纪 50 年代古巴革命之后，但迪
亚斯-卡内尔经历了扎实的基层
历练，在 90 年代古巴经济“特殊
时期”主政地方并获得良好口碑，
也担任过党内和政府高级职务，
可谓履历完整、经验丰富。
“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相比，
劳尔更喜欢从基层选拔人才，迪
亚斯-卡内尔一步步的晋升符合
劳尔选拔接班人的逻辑。”
古巴经
济学家阿图罗·利维对媒体说。
劳尔·卡斯特罗曾这样评价
迪亚斯－卡内尔：
“ 他表现突出，
在工作中坚忍不拔、有条不紊，具
有自我批评精神，经常联系群众。
他具有高度的集体工作意识，严
格要求下属，
并以身作则，不断努
力超越自我。他还表现出坚定的
思想立场。”

国务首秀
会老友有新意

古巴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 21 日上演履职
首秀，与到访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重申双方盟友关系。
迪亚斯－卡内尔的妻子莉丝·奎斯塔参加欢迎仪式。这是古巴革命
胜利近 60 年来
“第一夫人”首次现身官方活动。

重申盟友关系/ 委内瑞拉与古巴是老盟友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首都哈
瓦那革命宫为马杜罗举行欢迎仪式，
陪同检阅仪仗队，
随后举行非公开会
晤。
这是迪亚斯-卡内尔19日成为古
巴国家领导人以来首次公务活动。
马杜罗前一晚抵达，
委内瑞拉
外交部长、分管社会发展事务的第
一副总统、教育部长、石油和能源
部长随行。马杜罗在会晤开始前告
诉媒体记者，他在迪亚斯-卡内尔
当选后来古巴“延续希望和共同梦

想”
“
。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尤其是着
眼于今后十年谋划蓝图……我们来
这里为两国的政治、精神、道义同
盟、
尤其是经济同盟夯实基础。
”
委内瑞拉与古巴是老盟友，
前者以石油换取后者医疗及其他
技 术 服 务 。马 杜 罗 说 ，除 双 边 关
系，他与迪亚斯-卡内尔将讨论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
“ 我们
在本世纪真正的独立取决于能否
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联盟”。

“第一夫人”
/ 在欢迎仪式上首次亮相
古巴“第一夫人”在欢迎仪式
上首次亮相。迪亚斯-卡内尔的妻
子奎斯塔和马杜罗的妻子、委内瑞
拉“第一夫人”
西莉亚·弗洛雷斯双
双参加欢迎仪式。
自 1959 年革命胜利以来，古
巴民众在公众场合几乎看不到“第
一夫人”
。已故古巴革命领袖、前国
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
1955 年与第一任妻子米尔塔·迪
亚斯-巴拉特离婚，1980 年与达利
娅·索托·德尔巴列结婚。
菲德尔在
4月21日，
古巴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右）
在首都哈瓦那与到访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握手 新华社发

古巴“第一夫人”莉丝·奎斯塔（左）在首都哈瓦那与到访的委内
瑞拉“第一夫人”
西莉亚·弗洛雷斯参加欢迎仪式
新华社发

任时极力保护隐私，
以至于许多古
巴人不知道他的妻子和他们 5 个
孩子的姓名。劳尔·卡斯特罗 2008
年接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时，
妻子比
尔玛已于前一年去世。
古巴新一届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 19 日正式选举产生新一届
国家领导人，劳尔卸任国家元首，
原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
会议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当选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
会议主席。

普京致电/ 祝贺他当选，祝他生日快乐
劳尔 21 日没有参加欢迎马杜
罗的仪式。不过，马杜罗说，他相
信，现年 86 岁的劳尔作为古巴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将“领
导前沿，
指导斗争”
。
据古巴官方媒体和俄罗斯克
里姆林宫消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
米尔·普京 20 日分别给迪亚斯-卡
内尔和劳尔打电话。克里姆林宫
说 ，当 天 是 迪 亚 斯 - 卡 内 尔 的 生
日，普京在电话中祝贺他当选古巴
国家领导人，
祝他生日快乐。

俄罗斯与古巴贸易近年来显著
增加。
普京重申俄方愿意协助古巴经
济社会现代化建设。
按照一些政治分
析师的说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就美古关系开倒车，
为古巴加强
与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关系提供机会。
迪亚斯-卡内尔19日当选后向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发表演讲，
说古巴对外政策将保持一致，新一
届政府不会对损害古巴主权的行
为
“让步”
，
不会接受外国、
尤其是美
国强加的任何条件。
（新华社）

FBI前局长科米：我和特朗普的那些事儿
近一年前突然被特朗普“炒”掉
的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带
着新书《更高的忠诚：真相、谎言和
领导力》对特朗普展开强势反击，令
这位现任美国总统怒不可遏。
最触动特朗普神经之处在于，
科米可谓熟知“通俄门”种种隐情的
核心人物之一。偏偏在“通俄门”风
波不止的当下，此人又站了出来。

“复仇”从书名就已开始
4 月 17 日发布的新书中，披露了
科米担任 FBI 局长时和特朗普在大选
前后互动时的大量细节。
全书 227 页，
嘲讽特朗普从封皮便已开始：
取名
“更
高的忠诚”
，
来自去年特朗普刚上任时
的一个梗。
据科米在国会听证上回忆，
特朗

普上台仅一周，就邀请科米到白宫
共进私密晚餐，席间屡次要求科米
表忠心，科米无奈只好含糊表示，可
以给特朗普“诚实的忠诚”。
在科米看来，
特朗普对他索求的
是个人忠诚，
而职责所需的是对国家
和法律的
“忠诚”
。
因为对
“忠诚”
的不
同理解，科米任职期间，与特朗普围
绕“通俄门”相关调查进展屡屡发生
冲突。
矛盾去年 5 月大爆发：
白宫在电
视上公布科米
“下课”
的消息，
听到消
息时科米还在台上演讲……
此外，书的副标题“真相、谎言
和领导力”放在华盛顿当前的语境
中，也令人浮想联翩。
特朗普上台后，无论是科米，还
是 FBI，都躲不开“通俄门”。据科米
被解职后不久呈交国会的一份书面

证词，特朗普曾在一次与科米的私
下谈话中要求 FBI 停止调查时任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
在科米看来，总统这样做有“妨碍司
法公正”
之嫌。
有人说，科米用这本新书完成
了对特朗普羞辱性解职的“复仇”。
然而，从科米新书部分内容和他在
媒体上的言论来看，科米更在乎的
是如何挽回和维护 FBI 的独立性和
声誉，为继续在“通俄门”调查中与
总统缠斗着的昔日同僚们提供“火
力支援”
。

重启“邮件门”让他成众矢之的
无论是 2016 年大选胜出者特朗
普的“通俄门”，还是落选者希拉里
的“邮件门”，科米及其所代表的 F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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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2016 年 10 月底，离大选投票日
不足两周时，科米忽然宣布发现新
线索并重启“邮件门”调查。这被视
为逆转希拉里选情的“10 月惊奇”。
FBI 早在 2016 年 7 月起就开始
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通俄”，
但科米在宣布重启希拉里“邮件门”
调查同时 ，却对特朗普团队“通俄
门”调查秘而不宣。两项调查处理方
式大相径庭，
也令他承受很多质疑。
新书中，科米披露了有关“邮件
门”决定的内幕。他说，这个决定让
他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妻子和女儿
都指责他破坏希拉里的选情。

特朗普反击：
最糟糕的FBI局长
对于科米新书及其近期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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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开的反诘，特朗普自然是相当
恼火。几乎与科米开始新书推介活
动同步，特朗普在推特上大骂科米，
斥责他是“史上最糟糕的 FBI 局长”，
是“泄密者”
“骗子”
“伪君子”。
新书上市当天，记者收到来自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两个邮件，内容
相同，
主题就是科米。
“朋友，如果科米真有什么真知
灼见，
为何一定要写到书里出版获取
上百万美元？真相是，科米是个哗众
取宠的骗子，
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美国
利益之上，
”
邮件以特朗普的名义说。
“今天，
让我们回击，
让他看看多
少美国人拒绝被科米堵住嘴。
请在今
天 9 点之前给我们捐款继续支持我
们，”邮件说，
“准备捐 1 美元，5 美元，
10 美元还是 15 美元？
” （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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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
织）21 日发布公报说，该组织调查
团当天进入叙利亚杜马镇就据称发
生的“化武袭击”
事件展开调查。
公报说，调查团专家在杜马访
问了一处地点，采集了与据称发生
的“化武袭击”有关的样本。禁化武
组织会在评估形势后考虑下一步举
措，
不排除再次访问杜马的可能。
公报还说，这些样本将被运往
荷兰赖斯韦克的禁化武组织实验室
进行分析。
“在样本分析结果以及调
查团收集的其他信息和材料的基础
上，禁化武组织会编写一份报告呈
交所有缔约国审议。
”
禁化武组织 18 日发布公报说，
联合国安全人员于 17 日先期进入
杜马以评估当地安全形势，但在勘
查地点遇到“轻武器开火”和“爆炸
物被引爆”
等状况，
安全小组随即返
回大马士革。
4 月 7 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东古塔地区杜马据称发生“化武袭
击”
事件。
叙政府坚决否认使用化学
武器的指责，
称有关消息“是反政府
武装支持的媒体编造的假新闻”。
叙
利亚外交部 10 日说，叙方已正式邀
请禁化武组织派调查团进入杜马展
开调查。截至 14 日，调查团成员全
部抵达大马士革。
（新华社）

特朗普或于年中访英

英国政府消息人士称，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今年年中访
问英国，日期预计为 7 月。英国首
相府发言人晚些时候澄清，英方仍
在就特朗普访英之行细节与美方
磋商。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政府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
根据英美双方会商，
特朗普预计将于 7 月中旬到访英
国。
英国《每日电讯报》同样报道，
特
朗普考虑今夏晚些时候访英。
美国驻英使馆暂未就此回应。
路透社 21 日报道，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的发言人告诉媒体记者，
英美
双方仍在讨论相关细节，具体安排
仍在制定之中。
不少英国选民已经准备示威，
届时抗议特朗普。
按英国媒体说法，
首相特雷莎·梅眼下忙于英国“脱
欧”事务，迫切需要与美国巩固“特
殊关系”
。
特雷莎·梅 2017 年 1 月访美，成
为首位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与他会
面的外国领导人。当时特朗普接受
了 2017 年底前访问英国的邀请，但
迄今未能成行。
外界曾预计特朗普会在美国驻
英新使馆 2 月“开张”时现身，但特
朗普以使馆搬迁是前总统奥巴马时
期的失败安排为由，
拒绝出席。
特朗普迟迟不访英，就连他的
铁杆支持者、英国独立党前任领袖
奈杰尔·法拉奇都认为，
担心伦敦示
威是原因之一。特朗普在英国没少
得罪人，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和反对
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等都曾
被他嘲讽。
与此同时，
美国媒体曝出，
特朗
普就职总统后，第一个打电话祝贺
的并非特雷莎·梅，
而是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