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司法部长国会作证否认“通俄”
新华社电 美国司法部长杰

夫·塞申斯１３日在国会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作证时， 否认他在去年
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有任何 “通
俄” 或不妥行为。

塞申斯说， 关于他可能 “通
俄 ” 的怀疑和猜测是 “令人惊
骇、 厌恶的谎言”。 他说， 去年
选举期间， 他只与俄罗斯驻美大
使基斯利亚克见过两次面， “其间
没有任何不当事情发生”。 除这两
次已被媒体曝光的会面外， 他与
俄罗斯大使没有 “第三次见面”。

塞申斯强调： “我从未和任
何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官员进行过
有关干预任何竞选或选举的任何
类型会晤或谈话 。” 他解释说 ，
他之所以决定回避司法部下属联

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选
举的调查， 是基于司法部的有关
规定， “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

塞申斯还说， 在他看来， 特
朗普作为总统会见时任联邦调查
局局长的科米并无不妥， 而科米
透露和特朗普一对一交谈内容才
是不当做法。 他再三拒绝透露他
是否与特朗普谈及 “通俄” 调查
或解除科米职务， 称为了保护总
统的 “行政特权”， 不能透露与
特朗普的单独谈话内容。

负责白宫安保的美国特勤局
１２日表示， 他们没有特朗普在白
宫的谈话录音 。 １３日在听证会
上， 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对自己
在白宫的谈话录音， 塞申斯表示
他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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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据孟加拉国官方
１４日发布的消息， 该国南部山区
因大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灾害造成
的遇难人数已升至１２５人， 并且
仍有多人失踪， 预计遇难人数可
能进一步上升。

据当地官员表示， 孟加拉国
南部兰加马蒂、 班多尔班及吉大
港等地是本次山体滑坡灾害的重
灾区， 目前已经发现１２５具遇难
者遗体。 孟加拉国灾害管理部官
员阿卜杜勒·卡迪尔说， 在受灾
最为严重的兰加马蒂地区， 已经
发现８８具尸体， 另外在班多尔班

和吉大港地区已发现了３７具遇难
者遗体。

孟加拉国军方发言人表示，
目前有包括两名军官在内的数名
军方人员在抢险过程中殉职， 有
１０余名军人受伤。

受孟加拉湾低气压影响， １２
日以来孟加拉国全境持续大雨，
南部沿海地区受影响更大， 一些
山区陆续发生山体滑坡， 造成附
近居民被埋。 强降雨同时导致孟
全境主要河流水位大幅上涨，有
些河段已经超出警戒水位。达卡、
吉大港等城市出现严重内涝。

孟加拉国山体滑坡造成125人遇难

优步创始人“无限期休假”
新华社电 美国优步公司１３

日宣布， 公司创始人、 首席执行
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以家事为
由提出 “无限期休假 ” 。 同一
天 ， 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大卫·
邦 德 曼 因 在 全 体 员 工 大 会 上
发 表 冒 犯女性的不当言论向公
司提出辞职。

这家打车软件服务运营商近
日的人事动荡， 起因是今年早些
时候被曝出的性骚扰丑闻。 一名
前优步女工程师今年２月在博客
中控诉在优步工作期间受到性骚
扰、 歧视和报复。 优步随后委托
一家律师事务所展开调查。

据美国媒体报道， 优步董事
会１１日一致批准律师事务所对公
司的调查报告。 调查人员建议优
步从多方面整改， 包括重新分配
卡兰尼克的责任、 建立对高管的
问责评估 、 增强董事会监督作
用、 加强公司内部管控等。 优步
１３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通报调查

报告， 并对外公布了上述建议。
卡兰尼克是在１３日的员工大

会上宣布休假决定的。 他在当天
给员工的邮件中说， 为了哀悼不
久前离世的母亲， 他将请假离开
公司， 并且没有透露归期。 他还
表示将在休假期间反思如何为公
司建设一支 “世界级领导团队”。

在此次大会上， 优步一位女
性董事会成员、 《赫芬顿邮报》
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表示 ：
“有大量数据表 明 ， 当 董 事 会
里出现第一位女性后， 很有可
能会出现更多女性。” 这时邦德
曼插话说 ： “实际上 ， 这说明
（董事会里） 很可能会出现更多
唠叨声。”

邦 德 曼 是 私 募 股 权 公 司
“ＴＰＧ资本” 的创始人， 也是优
步的投资者。 会后他向公司员工
发送了致歉电子邮件， 声称自己
的言论 “不恰当”， 并向公司董
事会提出辞职。

美国国务院１３日宣布， 一名
在朝鲜服刑的美国大学生获释并
返回美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 朝
美双方为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秘
密谈判， 朝方最终同意放人。

分析人士认为， 朝鲜此举无
疑是在释放善意， 有助于缓和一
度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局势。 但
导致朝美对立的根本性矛盾依然
存在， 随时有被点燃可能， 半岛
局势前景仍不明朗。

【新闻事实】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地时间

１３日在华盛顿发表简短声明， 宣
布现年２２岁的弗吉尼亚大学学生
奥托·瓦姆比尔获释， 正返回美
国。 当天深夜， 搭载瓦姆比尔的
飞机降落在他的家乡俄亥俄州辛
辛那提市。

美方宣布这一消息时， 正值
美国全国篮球协会（ＮＢＡ）退役球
星丹尼斯·罗德曼抵达朝鲜开始
访问。按照美国官方说法，罗德曼
与这名美国人获释没有关联。

美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
特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拒绝说明
瓦姆比尔的健康状况。 但多家媒
体援引美方官员的报道说， 瓦姆
比尔 “陷入昏迷”。

瓦姆比尔的父母当日表示 ，
他们一周前得知， 在２０１６年３月
的庭审结束后， 瓦姆比尔即陷入
昏迷， 持续至今。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指出， 瓦姆比尔能

够经谈判后获释， 表明即使在朝

鲜半岛局势最紧张的时刻， 朝美
双方仍有渠道进行对话。

朝美关系长期紧张，两国没
有建立外交关系 ，双方接触渠
道非常有限 。其中一个比较公
开的外交联系是 “纽约渠道”，即
朝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美方的
接触。

而在瓦姆比尔获释中发挥作
用的是“奥斯陆会晤”。据媒体透
露，今年５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与
朝方高级别官员在挪威首都奥斯
陆举行秘密会晤， 商谈探望和释
放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事宜。

瓦姆比尔的获释， 表明美朝
间 “捞人外交” 重启。 近年来，
美国现任或卸任官员赴朝 “捞
回” 美国人， 是双方接触的一种
方式， 美国卸任总统吉米·卡特、
比尔·克林顿， 以及前常驻联合
国代表比尔·理查森都充当过类
似角色。

但在被问及关于瓦姆比尔的
朝美谈判是否意味着双方重新对
话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表示，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第一评论】
此次美方 “捞人” 成功， 表

明美朝双方都没有把对话谈判的
路堵死， 也说明美国对朝政策还
在调整之中。

美国和朝鲜进行的此类 “捞
人外交” 曾多次发生， 算得上是
一种传统。 此次接触是特朗普上
台 以 来 的 首 次 ， 表 明 美 朝 在
没 有 更好选择的情况下 ， 比较
谨慎地采用 “传统” 方式来开始

双边接触。
当然， 由于美朝的结构性矛

盾难解， 美朝的接触具体能到哪
个程度还很难说。 特朗普政府上
台后对朝鲜极力施压， 声称 “所
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 但也释
放了一些和解的信号。 考虑到特
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过说不排除邀
请金正恩访问美国， 说明美国对
朝政策尚未完全定型， 还具有较
强的可塑性。

从另一个角度讲， 类似这种
美国学生在朝鲜被扣押事件的发
生， 反映的是美朝两国民间的交
流断层。 美国年轻人对朝鲜抱有
神秘感， 希望通过参加旅游团方
式进入朝鲜 “一探究竟”， 但去
了之后的 “所作所为” 在朝方看
来又不可容忍， 反映了两国民间
在文化、 认知、 价值等多层面的
“断档”。

【背景链接】
按照瓦姆比尔在朝鲜法庭上

的供词， 他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随旅行
团赴朝旅游 。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凌
晨 ， 他在入住的平壤羊角岛饭
店， 将悬挂在墙上的朝鲜宣传标
语牌拆下并企图装入行李箱带回
美国。

次日， 瓦姆比尔在平壤机场
被逮捕。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６日 ， 朝鲜
最高法院以阴谋颠覆国家罪判处
瓦姆比尔劳动教养１５年。

瓦姆比尔获释后， 仍有３名
美国人被关押在朝鲜。 国务卿蒂
勒森说， 国务院正继续与朝方讨
论这一问题。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继两周前被不明
身份人员泼红漆以抗议法罗群岛
捕鲸活动后 ， 丹麦标志性雕塑
“小美人鱼” １３日夜再一次遭人
为破坏， 雕塑被泼上蓝色油漆。

不法分子同时在雕塑前的空
地上用丹麦语留下 “释放阿卜杜
拉” 的字样。 哥本哈根警方说，
一名当地居民夜间外出遛狗时发
现有人对雕塑实施破坏并报案。

警方正在查找一名身高约１．７
米、 满头金发的女性嫌疑人。 目
前， 尚不清楚 “阿卜杜拉” 所指
何人。

据在丹麦工作的中国导游崔
琳介绍， 她１４日早上带团到 “小
美人鱼” 景点游览时， 发现雕塑

左半身及腿上被泼上蓝色油漆，
警方在景点周围拦起警戒线， 游
客只能从远处参观美人鱼。 而皇
冠餐厅老板夏光谱上午１０时左右
经过该地时， 发现油漆已基本被
清理完毕。

５月２９日夜间， 不明身份人
员向 “小美人鱼” 雕塑泼洒红色
油漆 ， 并在雕塑前空地上写下
“丹麦， 保卫法罗群岛鲸鱼” 等
字样。

“小美人鱼” 雕塑位于哥本
哈根长堤公园的港口岩石上， 由
丹麦雕塑家爱德华·埃里克森根
据安徒生童话创作 。 历史上 ，
“小美人鱼” 雕塑也曾多次遭到
破坏。

丹麦景点“小美人鱼”数周内再遭泼漆

新华社电 英国警方１４日说，
当日凌晨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西
部一座高层居民楼的大火已造成
至少６人死亡， 死亡人数可能进
一步上升。

截至当地时间１１时３０分， 大
楼明火已被扑灭。 当地消防部门
出动约２００人扑救。 目前已有约

５０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警方
表示， 大火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已宣布
这是一起 “重大火灾事故”。

发生火灾的高层公寓楼叫
“格伦费尔塔”， 位于北肯辛顿一
带， 建于１９７４年， 有１２０套公寓。
按照伦敦消防局的说法， 公寓楼

高２７层。 不过， 大楼翻修商说楼
高２４层。

当地时间 １４日凌晨 １时许 ，
警方接到火警报告， 随即赶往现
场。 据消防人员介绍， 大火是从
二楼一直烧到顶楼。 由于担心高
楼着火后坍塌， 警方已经疏散附
近多栋公寓楼的居民。

伦敦高楼大火已致6人死亡
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朝鲜释放美国大学生
半岛局势掉头趋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