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据俄罗斯媒体３
日报道， 俄罗斯已经暂停研制新
一代铁路导弹作战系统 “巴尔古
津” 导弹列车的计划。

《俄罗斯报》 援引俄军工综
合体高层人士的话报道说， 新一
代 “巴尔古津” 导弹列车的研制
计划已经暂停， 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一计划不会重启。

俄《国家防务》杂志总编辑克
罗特琴科指出，“巴尔古津” 导弹
列车暂停研制可能与俄国防部资
金优化配置有关。 他希望俄政府
能继续这一研制计划， 因为导弹
列车在维持与美国的核战略平衡
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俄媒体报道， ２０１６年用于
安装在 “巴尔古津” 导弹列车上
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进行了冲击
试验并计划于２０１９年进行发射试
验。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
盖·卡拉卡耶夫曾表示， 导弹列
车有望在２０２０年部署到俄战略导
弹部队， 参加战斗值勤。

铁路导弹作战系统在冷战时
代曾被称为 “幽灵列车”。 苏联
战略导弹部队从１９８７年开始， 陆
续装备了１２列共配备３６枚洲际弹
道导弹的导弹列车 。 冷战结束
后， 俄罗斯只保留了两列。

俄罗斯暂停研制
新一代导弹列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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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 ）
主席舒尔茨日前表示， 该党将在
７日开始的党代会上决定是否同
意就组建大联合政府同德国总理
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展开对话。

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表态看
似 “中立”， 却一改舒尔茨此前
曾多次重申的拒绝组建大联合政
府的立场， 给尽早打破组阁僵局
带来了一丝希望。

１１月３０日晚， 德国总统施泰
因迈尔在总统府同舒尔茨和身为
联盟党主席的默克尔举行了会
谈。 据报道， 他们探讨了重组大
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但总统府没
有透露更多细节。

舒尔茨１２月１日首先向社民
党高层报告了会谈情况， 并在随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社民党
对与联盟党展开广泛对话持开放
态度， 但是否开始重组大联合政

府的组阁谈判， 还需要近期召开
党代会决定。

在今年９月的联邦议院选举
中， 社民党是得票第二的大党，
仅次于联盟党。 但社民党认为与
联盟党共同执政导致本党丧失特
色并可能在未来被边缘化， 因此
不愿再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
府。 联盟党只得寻找其他小党联
合组阁。

１０月下旬以来， 联盟党同自
由民主党和绿党开始就组阁问题
举行试探性对话， 但随着自由民
主党退出， 谈判破裂。 联盟党组
阁只剩下了三种选择， 即单独同
自民党或绿党组成少数派政府，
与社民党组建大联合政府， 以及
重新大选。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 在当前
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
下， 无论是重新大选还是组建少

数派政府， 都会给未来德国政治
埋下隐患。

民调显示， 如果重新举行选
举， 各主流政党的得票率均会有
所下跌， 而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会上升。 这
不但对解决组阁问题没有益处，
而且还将使选择党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 ，
重新大选是推卸责任。 在大选中
进入议会的党派从选民手中申请
到了责任， 不能轻易将这份责任
推回给选民。

而组建少数派政府就像默克
尔所指出的那样， 不能实现德国
当前最需要的稳定。 舒尔茨也对
组建少数派政府的前景表达过类
似的质疑。

此外， 德国政坛此前没有少
数派政府长期稳定执政的先例，

而且联盟党在９月大选中的得票
率还不足三分之一， 这两点都使
联 盟 党 对 少 数 派 政 府 执 政 缺
乏信心。

相比之下， 只有组建大联合
政府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和成功经
验， 这似乎成为了目前唯一可行
的选择。

不过， 重组大联合政府也难
以一蹴而就。 联盟党和社民党在
政治主张上有一定分歧。 在税收
方面， 社民党主张通过增加高收
入群体的税负来为中低收入群体
增加保障， 而联盟党则历来坚持
不增加税负。 在移民和难民政策
方面， 联盟党侧重限制和减少移
民和难民数量， 社民党则关注保
障部分难民群体的家属来德国团
聚的权利。德国媒体分析认为，这
些分歧虽有望得到解决， 但双方
都需要作出较大妥协。 据新华社

德国组阁僵局有望打破

昔日同盟反目 也门将向何方

新华社电 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 “人民保护部队” ３日发表声
明 ， 宣布从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 手中解放了叙利亚代尔祖尔
省东部地区。

声明说， 在美国主导的国际
联盟和俄罗斯军方支持下， “人
民保护部队” 解放了幼发拉底河
东岸的代尔祖尔省东部地区。

“人民保护部队” 是叙利亚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下属武装组
织， 在 “叙利亚民主军” 中起主
导作用。

９月上旬起，“叙利亚民主军”
开始在代尔祖尔省打击 “伊斯兰
国”，其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幼发
拉底河东岸。目前，叙利亚政府军
也在代尔祖尔省对“伊斯兰国”残
余势力进行最后清剿。

代尔祖尔省位于叙利亚东
部， 与伊拉克接壤， 是叙利亚主
要产油区。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３日说， 从未要求前联邦调查局
局长科米停止对前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弗林的 “通俄” 调查。

科米５月被特朗普解职 。 ６
月， 科米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说，
特朗普曾向他施压要求停止调查
弗林。 不过， 特朗普的律师对科
米的说法表示质疑 。 １２月１日 ，
弗林承认就个人与俄罗斯方面的
接触向联邦调查局作伪证， 并表
示将配合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米勒
有关 “通俄门” 事件的调查。

特朗普３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从未要求科米放弃调查弗林， 不
过是更多的 “假新闻” 在报道科
米的又一个谎言。

此外，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
媒体上说， 鉴于科米多年的领导
以及有关希拉里·克林顿虚假 、
不实的调查等， 联邦调查局已经
名声扫地。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宣布
解放代尔祖尔省东部地区

特朗普否认
曾要求停止调查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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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前总统
萨利赫的军队３日在首都萨那使
馆区发生激战， 有消息称交火已
造成上百人死亡。

分析人士指出， 胡塞武装和
萨利赫方面原本共同反对也门政
府， 但如今反目， 有可能彻底改
变呈僵持状态的也门内战。 也门
局势今后如何发展， 将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沙特阿拉伯及伊朗等
地区大国的介入程度。

同盟之间恩怨复杂
１１月２９日， 萨利赫支持者拒

绝胡塞武装进入也门最大的萨利
赫清真寺庆祝次日的伊斯兰教重
大节日圣纪节。此后，支持萨利赫
的共和国卫队和胡塞武装之间一
直有零星交火。 １２月２日，双方交
火升级，直至３日在使馆区发生激
战并导致大规模人员伤亡。

虽然就本次冲突而言， 胡塞
武装与萨利赫是同盟反目， 但回
溯历史 ， 双方原本就是敌对关
系， 只是在面对共同对手时才结
成了同盟。

胡塞武装以其首任领导人侯
赛因·胡塞得名， 主要由什叶派
民兵构成。 侯赛因·胡塞２００４年
组织武装起义， 反对当时的总统
萨利赫， 但同年在与萨利赫政府
军的战斗中死亡。 此后， 双方长
期处于敌对状态。

２０１１年也门国内发生政治动

乱后， 萨利赫被迫下台， 原来的
副总统哈迪次年成为新总统。 萨
利赫虽被迫下台， 但仍有强大的
政治军事实力， 希望重返政坛。
而哈迪政府为削弱萨利赫的实力
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导致两
人矛盾激化。

与此同时， 胡塞武装借也门
新旧政权摩擦和哈迪政府政策失
误的机会扩大势力范围， 于２０１４
年９月以武力夺取了首都萨那的
控制权， 此后与哈迪政府摩擦不
断、 兵戎相见。

面对哈迪政府这一共同对
手， 胡塞武装与萨利赫从２０１４年
底开始相互接近并结成同盟 。
２０１５年３月，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
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
动， 支持萨利赫的军队也成为沙
特打击的目标。 这使得胡塞武装
和萨利赫更加有必要携手合作。

不过， 这一同盟在建立之初
便被外界视为一次互相利用的合
作。同盟成立后，双方在权力分配
方面一直存在争议， 胡塞武装多
次尝试对萨利赫施加限制。今年９
月，胡塞武装宣布任命“军队指挥
官”“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和“财
政部长”等要职。萨利赫随后发表
声明， 拒绝承认胡塞武装的单方
面任命。对此，胡塞武装则威胁解
除同盟关系。此后，双方多次剑拔
弩张，相互猜疑愈加严重，直至最
近发展为军事冲突。

外部势力不断插手
分析人士指出 ， 在胡塞武

装、 萨利赫势力以及哈迪领导的
也门政府三方缠斗的背后， 是地
区大国沙特和伊朗的博弈。 沙特
支持哈迪政府， 伊朗支持胡塞武
装， 而萨利赫则是为了重返政坛
而在两者之间寻找机会。

有分析认为， 萨利赫此番与
胡塞武装决裂， 除了有对胡塞武
装的不信任外， 很有可能还是因
为与沙特达成了某些协议。 沙特
此前因深陷也门战争泥潭一直处
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之下， 也希望
有这样一个机会使自己从战争中
脱身。

据报道，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
军２日和３日多次空袭胡塞武装目
标， 以此表示对萨利赫一方的支
持。 联军３日还通过阿拉伯电视
台发表声明， 对萨利赫的决定表
示欢迎。 而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
也呼吁忘记过去， 与萨利赫方面
开始新的篇章。

另一方面， 伊朗则开始劝说
萨利赫与胡塞武装和解。 伊朗外
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西米３日
对双方最近的内斗表示失望， 呼
吁双方保持克制， 通过对话解决
分歧。

未来形势如何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 胡塞武装目

前正从附近省份调集兵力， 与萨
利赫的军队展开巷战， 而萨利赫
一方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
援下顽强作战， 双方在焦点地区
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战争有激
化的趋势。

尽管萨利赫得到沙特领导的
多国联军支持， 但也门当地记者
拉德万·法里认为，胡塞武装经过
长期经营已足够强大， 并掌握了
国家的大部分武装和资源， 萨利
赫方面难以在短期内将其打败。

不过也门政治分析家塔米米
认为， 萨那城内的军事对抗不会
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因为这样会
让双方都承受巨大损失。

此外， 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不
容忽视。 ４日凌晨， 沙特领导的
多国联军向萨利赫军队空投武器
和通讯设备。 在联军空袭的掩护
下， 萨利赫军队在多个战略地区
实现突破。 据报道， 联军有可能
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为萨利赫军队
提供更多支持。

塔米米认为， 虽然把胡塞武
装从萨那彻底清除绝非易事， 但
也并非全无可能。 沙特方面能否
为萨利赫提供足够的支持， 将成
为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关键。

关于伊朗的调解作用， 分析
人士认为， 如果萨利赫一方未能
得到沙特方面足够有力的支持，
不排除其在伊朗调解下与胡塞武
装重组同盟的可能。 据新华社

针对巴厘岛阿贡火山仍有大
规模喷发的可能性， 印尼火山与
地质灾害减灾机构正密切关注火
山动态， 收集火山数据。 印尼火
山与地质灾害减灾机构火山监测
负责人格德表示， 截至3日12时，
海拔3000多米的阿贡火山持续喷
发， 并出现间歇性地震和小规模
岩浆喷发。 图为挖掘机正在疏通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阿贡火山附近
一条被火山灰阻塞的河流。

新华社发

印尼密切监视
巴厘岛火山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