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自 “世界最白沙
滩”的名气传开后，澳大利亚海亚
姆斯海滩再无往昔宁静， 取而代
之的是车水马龙和络绎不绝的游
客。当地人苦不堪言，当地政府开始
限制进入景区的机动车数量。

《悉尼先驱晨报 》 6日报道 ，
最近两周， 数以千计汽车驶至海
亚姆斯海滩村边时被拦住。 交通
指挥员告诉驾车者， 村里车位已
满 ， 周围 “多的是漂亮海滩 ”，
建议他们去其他海滩。

海亚姆斯海滩村有大约400
个车位， 而在旅游高峰期间每天
来这里的机动车数量达到4000到
5000辆， 把这个只有大约110名
居民、 进出只有一条路的小村庄
挤得水泄不通。 不少游客找不到
车位就随意找空地停车。 乱扔垃
圾现象普遍。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5年
前发起一场旅游推广活动， 打响
了海亚姆斯海滩的名声， 也打破
了这里的宁静生活。 村民们说，
白沙滩太受喜爱， 以至于人们把
它都爱 “死” 了。

管辖海亚姆斯海滩的肖尔黑
文市政委员会上月开会商讨海亚
姆斯海滩管理办法， 提出多个解
决方案， 包括禁止机动车进村，
在村外建收费停车场， 让驾车人
下车后沿步道至海滩， 或者用摆
渡车把游客从村外接到海滩。

一些村民建议不要让海亚姆
斯海滩出现在新南威尔士州旅游
推广信息中。

海亚姆斯海滩位于悉尼以南
180公里， 在不少媒体报道中被
称作 “世界最白沙滩” 或 “世界
最白沙滩之一”。

蓬佩奥开启中东八国行
安抚盟友推“阿拉伯版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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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首都开罗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新华社电 埃及首都开罗5日

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一名警
察死亡， 另有一名警察受伤。

埃及官方中东通讯社5日报
道说， 当地警方在开罗纳赛尔城
一座科普特东正教堂附近检查一
个可疑包裹时， 包裹内的炸弹突
然爆炸，造成警方人员一死一伤。

目前尚未有组织宣称制造了
这一事件。

本月7日 ， 埃及信仰东正教
的科普特人将庆祝圣诞节。 埃及
军方已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安保

措施。
近年来， 针对科普特人的恐

怖袭击时有发生。 去年11月， 一
辆从埃及南部索哈杰省开往明亚
省一座科普特基督教堂的巴士遭
武装分子袭击 ， 造成7人死亡 、
12人受伤 ， 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 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2017
年5月， 两辆搭载科普特基督徒
的大巴在明亚省遭武装袭击， 造
成29人死亡、 20余人受伤。 图为
埃及首都开罗， 安全人员封锁事
故现场。

新华社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5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谴责
当天 “黄马甲” 示威活动针对法
国政府的暴力行为。

马克龙说 ， 这些 “极其暴
力 ” 的行为攻击了法国的 “卫
兵、 代表和象征”， 实施暴力行
为 的 人 忘 记 了 公 民 契 约 精 神
的核心。

马克龙说 ， 正义将得到伸
张。 他同时呼吁， 每个人都应恢

复冷静， 以开展讨论和对话。
当天下午， 示威人群用一辆

工程作业车冲撞巴黎市内的法国
政府部门大门， 法国政府发言人
本杰明·格里沃和一些助手被迫
从办公室撤离。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当天
披露， 全国当天共有约5万人参
与示威， 人数比上一轮示威有所
增加， 但远远少于第一轮示威的
28万余人。

法国总统谴责针对政府的暴力行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年底突
赴伊拉克 “劳军”、 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日前赴土耳其
和以色列访问、 蓬佩奥即将开启
中东八国行……美国政府高层近
期对中东国家动作频频， 意在安
抚对美国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感到不满的地区盟友， 对这一决
定导致的后果进行补救。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

主任丹·马哈菲指出， 特朗普去
年12月在没有和盟友沟通的情况
下， 突然作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
定， 导致盟友对美国政府的反恐
立场和中东政策普遍产生疑虑和
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撤军将
导致各方势力在叙利亚展开新一
轮博弈， 并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叙
北部动荡局势加剧， 甚至为极端

组织 “伊斯兰国” 的死灰复燃创
造条件。 蓬佩奥在访问中将对美
国撤军决定和中东政策进行解
释，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
盟友关系的作用。

在蓬佩奥此次出访中东的行
前吹风会上，一名国务院官员明确表
示，虽然撤军决定不会改变，但目
前尚无明确时间表， 撤军行动将
在与盟友的高度协调下完成。

安安抚抚地地区区盟盟友友

一名国务院官员在行前吹风
会上表示， 尽管外界有很多猜测
和不实报道， 但美国不会离开中
东。 蓬佩奥此行将着重向地区盟
友承诺美国不会撤出中东， 而会
加强与地区盟友合作应对 “伊朗
威胁”。

据美媒报道， 蓬佩奥将在埃

及首都开罗发表主题为 “美国对
中东和平、 繁荣、 稳定、 安全的
承诺” 的演讲， 详细阐释特朗普
政府的中东政策。

马哈菲表示， 在俄罗斯和伊
朗试图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
背 景 下 ， 蓬 佩 奥 此 访 将 向 外
界 明 确 表 达 美 国 仍 将 对 该 地

区 事 务 保持关注并履行承诺的
立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
沃尔特认为， 美国在中东仍有超
过4万名驻军， 并且为地区盟友
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装备， 即便
美国从叙利亚撤出， 也不意味着
美国在中东存在的终结。

此次蓬佩奥将访问约旦、 埃
及、 巴林、 阿联酋、 卡塔尔、 沙
特阿拉伯、 阿曼和科威特， 这八
国正是美国推动的 “中东战略联
盟” 包含的国家。 美国试图借助
打造 “阿拉伯版北约”， 强化与
阿拉伯盟友之间的合作， 在该地
区共同应对 “伊朗威胁” 并合作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分析人士指出 ， 去年以来 ，
美国加紧推进 “阿拉伯版北约”。
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 蓬佩

奥与中东八国外交机构负责人举
行会晤并就 “阿拉伯版北约” 进
行磋商， 此次访问八国也有推
进 该 计 划 的 考 虑 。 然 而 ， 由
于各方关系错综复杂， 这一目
标并不现实。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
研究员亚齐德·萨伊格表示， 海
湾国家在防务能力整合问题上始
终无法达成共识， “阿拉伯版北
约” 几乎不可能形成。

美国智库海湾国家分析公司

创始人乔治·卡菲耶罗认为， 阿
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各不相
同， 在如何看待 “伊朗威胁” 方
面存在明显差异， 埃及、 约旦、
科威特、 卡塔尔都不认为伊朗对
其构成紧迫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
员安德鲁·米勒认为， 美国创建
所谓 “阿拉伯版北约” 以牵制伊
朗的构想， 可能会让中东陷入更
多冲突。

据新华社

展展示示美美国国存存在在

打打造造 ““阿阿拉拉伯伯版版北北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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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访问中东八国， 与八国领导人讨论叙利亚危机、 也门
局势、 反恐和应对 “伊朗威胁” 等议题， 并就美国中东政策发表演讲。

分析人士认为， 蓬佩奥此行意在表明美国将继续保持在中东的存在， 安抚对
美国中东政策感到疑虑的盟友。 此外， 美国还有意团结地区盟友共同应对 “伊朗
威胁”， 打造 “阿拉伯版北约”。

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和国会
民主党5日各派代表就修建美国
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拨款等问题
举行磋商， 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突
破。 这意味着已超过两周的美国
联邦政府 “停摆” 还将继续。

据副总统彭斯办公室在会后
发布的通报， 双方未能就具体拨
款数额进行深入对话， 但同意6
日下午继续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 当天的磋商 “没有取
得太多进展”。 特朗普还重申了
修建边境墙的诉求。 他透露， 将
于6日前往戴维营与白宫高级官
员就边境安全等议题举行会议。

除了彭斯， 白宫高级顾问库
什纳、 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马尔
瓦尼、 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当天
出席了与国会民主党代表的磋
商。 民主党方面要求特朗普政府
以书面形式具体描述国土安全部
的预算需求。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

朗普当年竞选总统时的核心承诺
之一。 他认为边境墙对遏制非法
入境行为、 打击人口贩卖和毒品
走私等至关重要， 但民主党人一
直指责边境墙低效 、 多余且昂
贵， 并提倡利用无人机、 传感器
等科技手段加强边境安全。

由于白宫与国会两党在美墨
边境隔离墙修建问题上分歧严

重， 各方未能就政府拨款法案达
成一致， 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
机构从去年12月22日凌晨开始陷
入停顿， 约80万联邦雇员工作受
影响， 迄今已持续15天。 特朗普
日前表示， 如果民主党不同意修
建边境墙的拨款要求， 他已做好
让 “停摆” 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
准备。

白宫与民主党磋商未果
美政府“停摆”继续

“世界最白沙滩”不堪“网红”重负

刚果（金）推迟公布大选初步结果
新华社电 刚果 （金 ） 国家

独立选举委员会5日宣布， 原定
于6日公布的大选初步结果将推
迟一周公布。

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科
尔内耶·纳安加当天在记者会上
宣布 ， 目前仅对 45%至 48%的
选 票 进 行 了 统 计 ， 因 此 不 可
能在原定的1月6日公布大选初步
结果。

纳安加没给出大选初步结果
公布的具体日期， 但表示下周定

会公布结果。
刚果 （金） 现任总统卡比拉

的法定任期于2016年12月结束，
但新一届总统选举数次推迟， 引
发抗议和流血冲突。

刚果 （金） 总统选举2018年
12月30日开始进行投票。 根据刚
果 （金 ） 国家独立选举委 员 会
日前发布的公告 ， 总统选举投
票初步结果应于2019年1月6日公
布， 最终结果将于1月15日公布，
当选总统将在1月18日宣誓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