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１２日抵达
沙特阿拉伯西南沿海城市吉达，
与沙特、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巴林外长举行会谈，为解决卡塔尔
断交危机进行斡旋。此前，蒂勒森
已经访问了科威特和卡塔尔。

分析人士指出， 蒂勒森出访
海湾三国表明了美国对卡塔尔断
交危机的最新立场。 出于自身利
益考虑， 美国不希望盟友间的危
机继续发酵甚至恶化， 而断交双
方也确实有和解意愿， 但蒂勒森
能否斡旋成功以及危机何时能够
化解目前看依然不明朗。

从挑唆者到调停者
蒂勒森１０日在科威特会见了

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 外交大臣
谢赫萨巴赫·哈立德·萨巴赫，以
及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马克·塞德
威尔。会谈后，美国、科威特、英国
三方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海湾国
家 “尽快控制危机， 对话解决问
题”。 蒂勒森还表示，支持科威特
为解决断交危机发挥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 蒂勒森科威
特之行传递出了两大信号。

首先， 表明美国不希望断交
危机持续发酵甚至进一步恶化。
此次断交危机原本就是在美国的
推动下发生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断交危机发生后不久就发表推
文称， 正是自己５月出访沙特时
促成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 令卡
塔尔放弃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支
持。 而断交风波持续发酵之时，
美国又一度表示这是海湾国家的
“家事”， 不愿掺和到其中。

然而， 现在蒂勒森却出面来
调解危机， 这说明美国正在改变
态度。 美国意识到， 断交双方都
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国。

美国担心， 如果局势失控， 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地缘利益势必受
损，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
动也将受到不利影响。

其次， 进一步明确科威特在
危机中的调解者角色， 支持科威
特继续发挥作用。 科威特与卡塔
尔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
会 （海合会） 成员国， 此前曾成
功调解过２０１４年卡塔尔遭遇的外
交风波。 此次危机中， 科威特没
有与卡塔尔断交， 还表示愿再次
出面调解， 并正在为此努力。 但
据沙特媒体披露， 断交国这次表
现强硬， 不轻易接受斡旋。 这使
得出面调解的科威特面临尴尬处
境。 蒂勒森此次科威特之行无疑
是为科威特打了气。

初步 “成果” 难言成功
访问科威特后， 蒂勒森于１１

日抵达多哈对卡塔尔进行访问。
其间， 蒂勒森与卡塔尔领导人举
行会见， 两国还签署了打击资助
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

分析人士认为， 蒂勒森的到
访意味着对卡塔尔的重视与支
持。 蒂勒森１１日在与卡塔尔外交
大臣穆罕默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上强调， 卡塔尔对化解断交危机
的立场是明确和理性的， 与卡塔
尔领导人就此进行的讨论是良好
和建设性的。 而卡塔尔通过与美
国签署谅解备忘录， 则回击了沙
特等四国关于卡塔尔支持恐怖行
为的指控， 同时也提高了卡塔尔
在与断交国谈判中的地位。

不过， 对于蒂勒森的来访 ，
卡塔尔的表现比较微妙。 签署谅
解备忘录被认为是蒂勒森卡塔尔
之行的 “最大成果”， 但卡塔尔
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 备忘录

是在两国持续合作的框架内签署
的， 与断交危机没有直接或间接
的关系。 卡塔尔媒体虽然详细报
道了蒂勒森到访的相关活动， 但
却没有发表评论。

有分析认为， 卡塔尔避免表
现出急于解决断交危机的姿态，
可能是与断交国隔空较量的一种
策略。 而断交国对上述谅解备忘
录也并不完全买账。 沙特、 阿联
酋、 巴林和埃及１１日发表联合声
明说， 鉴于此前卡塔尔不遵守协
议， 四国认为这次卡塔尔与美国
签署谅解备忘录还不够。 四国将
监督卡塔尔是否履行备忘录， 对
卡塔尔的制裁措施还将继续。

调停前景尚不明朗
蒂勒森１２日抵达沙特后， 与

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
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形势分别举行
了会谈。 随后， 他又同沙特、 阿
联酋、 巴林、 埃及四国外长举行
了闭门会议。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卡塔尔断
交危机双方积怨已久、 矛盾重重，但
双方都不希望出现对抗升级导致
两败俱伤的局面。 对于被沙特和
阿联酋围绕的卡塔尔来说， 如果
危机加剧， 它将付出政治上遭孤
立、经济上被封锁的沉重代价。而
对于主导对卡断交的沙特来说 ，
如果与卡塔尔彻底决裂， 那么无
异于将卡塔尔推向自己的宿敌伊
朗。因此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蒂
勒森在与四国外长会谈后没有回
国而是重返科威特和卡塔尔，这
说明断交双方正在进行着讨价还
价，以争取最大利益。不过，由于
双方的要价目前还存在较大差
距， 美国要在短期内促成双方达
成妥协恐怕十分困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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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巴西联邦法官塞
尔吉奥·莫罗１２日宣布， 前总统
卢拉因贪腐和洗钱， 一审被判处
９年６个月有期徒刑。

据巴西 《环球报》 报道， 莫
罗在当天宣判之后表示， 对卢拉
的刑罚不会马上执行， 卢拉仍有
上诉的权利。

莫罗作为巴西石油公司 （简
称巴油） 腐败案的一审法官， 于
２０１６年９月宣布接受检察院对卢
拉犯有贪腐和洗钱罪的指控。 卢
拉因此正式成为巴油腐败案嫌疑
人， 巴西司法机关也开始对他展
开调查。

卢拉被指控与巴西奥亚斯建
筑公司关系密切。 此前， 奥亚斯

建筑公司已被控向政府官员和巴
油高管行贿， 以获得高额建筑合
同， 而该公司位于圣保罗州海滨
城市瓜鲁雅的一栋高档住宅被怀
疑是卢拉的财产， 卢拉对这一住
宅进行过大规模翻新。

此外， 根据检方的指控， 卢
拉在担任总统期间， 利用职权让
保罗·科斯塔等人继续留在巴油
高管的职位上， 以使奥亚斯建筑
公司能更方便获得项目。

卢拉的律师团队此前表示，
他们将对任何卢拉有罪的判罚提
起上诉。

卢拉２００３年１月就任巴西总
统， ２００７年１月获得连任 ， ２０１１
年１月卸任。

巴西前总统卢拉被判刑9年6个月美国“敲竹杠”
韩国会做“受气包”吗

蒂勒森穿梭调停
能否化解卡塔尔断交危机

美国私企公布探月路线图
新华社电 美国私企 “月球

捷运公司” １２日公布了雄心勃勃
的探月路线图， 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在
月球南极建立永久性无人基地，
并取样返回地球。

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月球捷运公司” 于２０１０年由富
翁纳温·贾因等人创立， 长期目标
是到月球上采矿。 ２０１６年， 该公司
发射ＭＸ－１月球登陆器的申请获美
国联邦航空局批准 ， 这是美国政
府首次批准民间探月计划。

该 公 司 官 网 当 天 介 绍 说 ，
ＭＸ－１是一款 “灵活 、 可扩展 ”
的无人探测器， 能运送多达３０千
克的载荷。 它在登陆后将 “跳跃”
前进， 而不是像月球车那样靠轮子
行走。 从照片看， ＭＸ－１形似装
了腿的易拉罐， 也有点像科幻电
影 《星球大战》 中的机器人Ｒ２－
Ｄ２， 不过体型稍大一点。

据公司官员介绍， ＭＸ－１的
制造和发射总成本不到１０００万美
元， 目标是将来能批量生产， 既

可作为独立的登月航天器销售，
也能像积木一样用来组装更大的
登月航天器。

按 “月球捷运公司 ” 的规
划 ， ＭＸ系列还将包括ＭＸ－２、
ＭＸ－５和ＭＸ－９， 分别由２个、 ５
个和９个ＭＸ－１拼装而成 ， 能运
送更多的载荷， 并均配有能携带
岩石样本从月球表面起飞并返回
地球的航天器。

由于 “月球捷运公司” 正参
与谷歌公司举办的 “月球Ｘ大奖
赛”， 比赛截止时间是今年１２月
３１日， 因此该公司的第一步是在
今年年底前发射ＭＸ－１， 争取第一
个登月并在月球表面移动５００米，
以赢得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比赛奖金。

第二步是在月球南极建立第
一个月球研究前哨基地， 开采水
和有用矿物质， 并为有关商业合
作伙伴的科研设备提供平台； 第
三步是到２０２０年向月球发射首个
商业采样返回航天器， 所获得的
样本将用于科研和商业销售。

天文学家发现已知体积最小恒星
新华社电 英国天文学家１２

日报告说， 他们在约６００光年外
的宇宙深空发现了一颗体积仅比
太阳系行星土星稍大的恒星， 这
也是迄今发现的体积最小恒星。

由剑桥大学学者领衔的团队
利用天文观测设备探测到了这颗
代号“ＥＢＬＭ Ｊ０５５５－５７Ａｂ”的恒
星， 它属于一个双星系统的一部
分， 双星系统中的另一颗恒星比
它要大。 这颗小恒星表面的引力
作用比人类在地球上感受到的强
约３００倍。

据介绍， 这颗恒星的体积之
小几乎已达极限———它本身的质
量刚够支撑将氢原子核融合成氦
的核聚变过程； 如果再小一点，

这颗恒星的核心就没有足够压力
来完成这一过程。 核聚变是太阳
这类恒星的主要能量来源。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 剑桥大
学研究人员亚历山大·伯蒂歇尔
说， 如果这颗恒星的质量再低一
点， 就无法支持它核心中的核聚
变， 那么这颗恒星就会变成一颗
褐矮星。 发现这颗恒星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意义， 即这类小体积恒
星附近更容易发现地球大小并且
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的行星。 剑
桥大学研究人员阿莫里·特里奥
说， 小体积恒星能够为出现近似
地球的行星提供理想条件， 而在
研究行星之前， 有必要先了解它
们的恒星。

美国政府１２日正式向韩国提
出重新商讨和修改美韩自由贸易
协定的要求。 美方此前一再抱怨
该协定对美方不利， 现在正式要
求 “再协商”， 显然是想对协定
作出有利于美方的修改， 对此韩
方会接受吗？

据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１２日发表声明说， 已向韩国政
府 通 报 ， 要 求 两 国 成 立 特 别
共 同 委员会 ， 探讨修改美韩自
贸协定， 并于下个月在华盛顿召
开会议。

美韩自贸协定规定， 两国可
以在相互协商后对该协定内容进
行修改。 美方认为， 自协定生效
以来， 美国对韩国货物贸易逆差
增加了一倍， 从１３２亿美元增加
到２７６亿美元， 美国 “吃了亏 ”。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月底美韩首
脑 会 谈 结 束 后 举 行 的 记 者 招
待 会 上 ， 形容美韩自贸协定是
“粗暴的协定”， 现在正在进行重
新谈判。

韩方不同意美方说法。 文在
寅在美韩首脑会谈后表示， 特朗
普所言是 “首脑会谈之外的言
论”。 他说： “自从自由贸易协
定生效以来， 韩美贸易量增加了

１２％。 虽然美国在商品方面出现
了赤字， 但韩国在服务方面也出
现了赤字， 并对美国进行了大量
投资。 从总体来看， 韩美贸易保
持着均衡。”

分析人士指出， 上述要求是
美方向韩国送来的一张 “要价
单”， 韩国所担心的 “特朗普式
恐吓” 的靴子终于还是落下了。

而且， 美方送来第一张 “要
价单” 后， 可能还会有第二张、
第三张。 特朗普曾在今年４月表
示， 韩国要为部署 “萨德” 反导
系统埋单， 原因是部署 “萨德”
是为了保护韩国， 美国为什么要
掏这笔钱 ？ 此外 ， 在文特会前
后 ， 特朗普反复提出 ， 韩国应
“公平” 分担驻韩美军费用。

韩国舆论普遍认为， 特朗普
的上述种种要求， 都是在对韩国
“敲竹杠”。 韩国仁和大学国际通
商学教授郑仁教说： “美国政府
以重谈韩美贸易协定为契机， 向
韩国政府施压。” 韩国媒体评论
称， 在韩国因 “萨德” 问题遭受
经济损失的时候， 美国竟然开始
对韩 “经济施压”。

很多韩国人认为， 特朗普急
于兑现其在竞选总统期间作出的

与其他国家重新修订双边贸易协
定的承诺， 而出任韩国总统仅仅
２个月的文在寅 ， 一方面想要
“解决” 朝核问题， 需要特朗普
“首肯 ” 其在朝核问题上发挥
“韩国的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
文在寅也承诺要在创造就业、 振
兴经济方面有所建树， 而重修韩
美自贸协定 ， 被特朗普 “敲竹
杠”， 显然难以轻易接受。

青瓦台１３日回应， 特别共同
委员会会议并不一定能在３０内召
开。 韩国政府正加紧研究应对战
略， 认为韩方能在会议中说服美
方相信， 自贸协定并非导致双边
贸易不均衡的原因， 并可与美方
讨论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方案。
因此， 韩美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并非 “既定事实”， 所有可能
性都存在。

美方如此对待同盟的做法 ，
让很多韩国民众对韩美同盟感到
失望。 文在寅政府显然也不愿意
甘当 “受气包”， 但是如果它不
作出一定让步恐怕也很难让美方
满意 。 如何拿捏轻重 、 权衡利
弊， 将是摆在文在寅政府面前的
一个难题。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据当地媒体１２日
报道， 一名加拿大男子在女儿婚
礼上遭雷击却幸免于难。 回忆起
这段“鬼门关”之旅，这名父亲镇
定自如，甚至认为这是好兆头。

本月８日 ， 纳多在新不伦瑞
克 省 伍 德 斯 托 克 市 一 个 苹 果
园 中 参加女儿的婚礼 。 新郎父
亲致辞后将麦克风交给纳多 。
“亚当， 你真是个幸运儿！” 纳多
刚对新郎说了一句祝福语， 一道
闪电便劈向他身后不远处， 随即
强大的电流顺着麦克风电线击中
纳多手部。

“我感到电流穿过身体……
看起来我的手在冒火。 我是个钢
琴师 ， 我并不在乎自己是否会
死， 只是更担心我的手，” 纳多
在接受采访时说。

闪电过后， 大雨倾盆而至。
事实证明， 纳多才是幸运儿， 他
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大拇指上
留下了灼伤的痕迹。

纳多的妻子说， 当时那一刻
“惊险万分”， 但后来婚礼进行得
很顺利。 纳多也幽默地表示， 他
相信这种说法： 结婚当天打雷下
雨， 皆为吉兆。

加拿大一男子遭雷击大难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