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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迟到到半半个个世世纪纪的的会会晤晤
奥巴马与劳尔·卡斯特罗谈了一个多小时

疑似伊朗军官

在也门被俘

据新华社4月12日电 也门南部
亚丁市支持总统哈迪的武装人员说，
他们在当地时间１０日晚的作战中抓
获两名伊朗军官。消息人士１１日透
露，从他们身上携带的证件获知，一
人是上校，另一人是上尉。“初步调查
显示，他们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担任胡塞武装的顾问。”一名消息
人士说。两人现被关在一处安全地
方，将移交给以沙特为首的联军。

因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与支持
哈迪的武装爆发冲突，也门局势急转
直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上月底开
始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就两名军官被
抓一说，伊朗暂时没有作回应。伊朗
一直否认向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

奥巴马赞希拉里

会是一位好总统

据新华社4月12日电 美国总
统奥巴马１１日给有意竞选下届总统
的前国务卿希拉里“点赞”，称希拉
里“会是一位好总统”。奥巴马说：

“２００８年竞选时，希拉里就是强有力
的竞选者。当我角逐总统，她是我的
有力支持者，后来又成为一名出色
的国务卿。”奥巴马说，“她是我的朋
友。”美国媒体报道，希拉里预计于
当地时间１２日宣布参选２０１６年大
选。希拉里２００８年参选时，在党内初
选中败给同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

奥巴马：美古能翻篇

劳尔：愿意谈任何事情

奥巴马和劳尔当天先是
在媒体记者面前互相问候。落
坐后，奥巴马首先开口。他说：

“显而易见，这是一场历史性
会晤。”他表示，美国过去５０年
对古巴实施的外交政策未能
奏效，“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
现 在 是 时 候 做 一 些 新 尝 试
了。”他说：“我们达成的共识
是，我们可以在尊重和礼貌的
基调下存在分歧。随着时间推
移，我们有可能‘翻篇’，发展
两国新型关系。”他同时表示，
要实现美古两国关系正常化，
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开大使馆。

奥巴马讲完后，他和劳尔
同时起身，面对媒体记者握手
致意。劳尔随后说，他同意奥
巴马说的一切。但他同时强
调，两国政府仍存在分歧。不
过，双方都同意尊重对方观
点。他说：“我们愿意谈任何事
情，但一切都需要耐心，而且
要非常耐心。有些事我们可以
达成共识，但有些不能。”他再
次表明古巴的开放态度。他
说：“我们已在其他场合告诉
一些美国朋友，我们愿意谈任
何事。”在一场会议期间，劳尔
还对其他领导人说：“奥巴马
总统是个实诚人。”

美方：会谈没有紧张感

古方：抓紧解除制裁

美古领导人面对媒体进
行简要表态后，又举行了长达
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晤。会晤
结束后，两国官员透露了一些
细节。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
说，虽然奥巴马和劳尔在会晤
中仍存在分歧，但气氛“丝毫
没有紧张感”。双方谈及重开
使馆事宜，要求两国相关部门
尽快清除剩余障碍，解决问
题。这名官员说：“会晤取得进
展。我们希望上述事宜可以很
快解决。”

根据这名官员的说法，劳
尔在会晤中要求美国结束对
古巴实施的经济、金融封锁和
贸易禁运，奥巴马则回应将敦
促国会予以解除。此外，古巴
方面还要求美国把古巴从“支
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删
除。对此，奥巴马则表示将会
在“数日内”作出决定。古巴外
长罗德里格斯１１日召开记者
会，介绍古美首脑会晤内容。
他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在

“相互尊重和建设性”气氛中
进行。双方就复交进程、现有
互利合作以及关系正常化步
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
就继续营造复交适当环境的
重要性达成共识。 据新华社

美国国会山前

一男子饮弹自尽

据新华社4月12日电 一名男
子１１日下午在美国国会所在地国会
山前举牌抗议，上面写着“社会公
正”的字样。而后这名男子拿出手
枪，饮弹自尽。国会山警方主管戴恩
说，国会山警察一弹未发，这起枪击
事件与恐怖主义没有关联。枪击事
件发生后，国会山紧急封锁，应急车
辆赶到。防爆人员检查了男子随身
携带的背包和拉杆箱，确认安全后，
国会大厦和访客中心重新开放。目
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处和警方
已介入调查。

事发当时国会已休会，议员定于
１３日返回国会山工作。当天封锁影响
到部分交通，但对华盛顿大部分地区
影响不大。这次枪击事件再次引发外
界对华盛顿安保力量的质疑。3月３０
日，两名身着女装的男子试图闯入美
国国安局总部大门，遭国安局警卫人
员开枪阻挡，一名嫌疑人被击毙。3月
４日，白宫外现疑似爆炸物，两名特工
处高级探员却酒后驾车闯入现场，撞
上路障并险些压过可疑包裹。

伦敦大劫案

监控录像曝光

据新华社4月12日电 就伦敦
大劫案，英国《镜报》１１日在网上发
布一段据信是由监控摄像头拍摄的
案发过程视频，显示４月２日至５日期
间，至少６名窃贼身穿荧光背心，两
次进入哈顿公园保险箱有限公司大
楼的地下保险库，最终用垃圾箱和
袋子运走所窃物品。这起案件中，窃
贼洗劫了保险库内６０至７０个保险
箱，偷走价值２亿英镑的珠宝、钻石
和现金等。

这段时长１７分钟的视频显示，这
伙窃贼身穿荧光背心，头戴安全帽，
用防尘面罩遮脸，整个复活节周末多
次进出事发大楼。视频显示，４月２日
晚２１时１９分左右，保险箱中心的工作
人员锁门离去，准备过复活节周末。
就在几分钟后，多名窃贼依次现身，
好几个人身穿荧光背心，戴着安全
帽，拿着大袋子等东西。他们还拖来
几个垃圾桶。报道说，他们显然是把
切割设备等作案工具运进去，用以打
开地下保险库和保险箱。监控录像
中，窃贼３日晨离去，４日晚间又再次
回到作案现场。直至５日晨，他们明显
是用垃圾桶和袋子装着窃来的东西，
驾驶一辆白色车离去。

美国总统奥巴马
和古巴领导人劳尔·
卡斯特罗１１日在巴拿
马出席第七届美洲国
家首脑会议期间举行
会晤。这是半个世纪
以来，美古两国领导
人首次正式会晤。会
晤持续一个多小时。
奥巴马赞赏劳尔“开
明坦诚、彬彬有礼”，
后者则表示双方复交
进程需要耐心。

早在1975年12月，古巴革命
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提出，
古巴对同美国关系问题的谈判
是敞开大门的，但要在平等的
条件下进行。然而，古巴的善意
换回的却是美国不断升级的敌
视与封锁。

美国单方面的制裁与封锁
对古巴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
截至2013年4月，对古巴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 . 1万亿美
元，堪称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
最残酷的封锁纪录。实际上，全
球对美古领导人会晤高度聚焦
的背后是对古巴人民争取生存
和发展权利的关注。美国选择
与敌视多年的对手言和并非良
心发现，更非爱心施舍，而是古
巴持之以恒的斗争、美国国内
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地区格局调
整的必然结果。

封锁只会换来更多的抵
抗，这是劳尔在峰会开幕发言
中的话。50多年的封锁没有催生
一个美国乐见的古巴，古巴人
最终坚持下来并通过更新发展
模式保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
展。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承
认：“对古封锁政策被证明是失

败的，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不符合美国利益，”奥巴

马道出了对古政策调整的真
意。美国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还
在于，对古封锁政策成为美国
发展对拉美国家关系最大的

“绊脚石”。古美领导人握手也
折射了美洲大陆力量格局的变
迁——— 拉美国家实力显著提
升，并逐渐摆脱对美经济依赖。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古
美关系史，当共和党总统执政
时，两国关系大都比较紧张，加
上两党争斗的因素，不排除共
和党利用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
杯葛奥巴马对古外交新政的可
能性。另外，两国在民主和人权
方面的长期分歧、美国反古势
力的阻挠以及对古巴关塔那摩
的占领，依然会让美古关系正
常化道路充满变数。

平等对话，这是40年前古巴
革命领袖老卡斯特罗的夙愿，
如今在巴拿马美洲峰会上得以
实现。长期来看，古美关系缓和
趋势难变，但双方积怨较深，关
系正常化仍需经历较长时间，
这将考验双方耐心。

据新华社

美国内党争是美古关系一道坎

上台2年后终于约到你

马马杜杜罗罗首首会会奥奥巴巴马马
据新华社4月12日电 美国总统奥巴马１１日在巴拿马出席

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间隙，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简短会谈。这
是马杜罗执政以来两人首次会谈。

美联社援引一位白宫官员的话说，奥巴马和马杜罗只谈了
短短数分钟。法新社报道，马杜罗借此向美国表达了委方对美
国制裁的不满。奥巴马３月９日签署行政令制裁７名委内瑞拉官
员，称委内瑞拉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构成威胁，美方将
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应对。

白宫发言人瓦加斯说，在奥巴马同马杜罗的短暂会谈中，
奥巴马表示支持委内瑞拉当局同反对派展开和平对话。她说，
威胁委内瑞拉对美国没有好处，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及拉美的民
主和稳定。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同样说，奥巴
马已经表达了对委内瑞拉政党间和平谈话的强烈支持。

１１日的会晤是马杜罗２０１３年４月上台以来首次与奥巴马会
晤。马杜罗说，他多次表示希望和奥巴马会谈，但奥巴马“一直
没有理会我的信息”。马杜罗说，他和奥巴马的会谈是坦诚的，
时间虽短但颇有意义。不过，两人的“友好”同样短暂。

马杜罗在峰会上要求美国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称委方
已有超过１３００万人签名反对奥巴马的行政令。马杜罗告诉其他
国家领导人：“奥巴马总统，我尊重你，但不信任你。”马杜罗发
表这番言论时，奥巴马已离开峰会会场，与哥伦比亚总统举行
双边会谈。另一方面，奥巴马在峰会的结束发言中也没有提及
与马杜罗的会晤，而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委内瑞拉的人权状况，
为自己的制裁行政令作辩解。

从表面上看，委美在关系紧张背景下实现“马奥会”本身
具有积极意义，会谈也貌似比较和谐。但实际上，委美之间的

“不和谐音符”却不容易掩盖。在美洲峰会的发言中，委美两国
分歧清晰可见。马杜罗要求美国停止对委发动经济战、心理战
和政变阴谋并取消视委内瑞拉为威胁的行政法令，称只有在
这一前提下才能与其开展对话。美洲峰会成为马杜罗抨击美
国、争取友邦的战场。而奥巴马则避其锋芒，发言没有提及委
内瑞拉，在马杜罗发言时离席。

由此可见，“马奥会”的礼节性和象征性大于实质意义，委
美恢复正常对话的分歧与障碍远未消除。事实上，美国坚持对
委内瑞拉民主、人权现状问题指手画脚，这是近期两国关系紧
张加剧的导火索。干涉他国内政一直是美国遭拉美国家诟病
的一大“陋习”，而“无理由地实施制裁”被认为是“美国实施干
涉的新方式”。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继续利用人权问题为抓手
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做法不会改变，委内瑞拉也会采取相应
的反制措施，委美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 据新华社

“马奥会”形式大于实际

11日，古巴领导
人劳尔·卡斯特罗与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巴拿马举
行会晤。 新华/法新

分析

11日，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合影留念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右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左一）站位很近。 新华/美联

观察


	A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