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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会对委内瑞拉动武吗 ？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可
能性。这是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迄今为止作出的最强硬表态。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意在对委施压，美真正出兵
干涉的可能性不大。
在特朗普作出上述表态后，美国国防部发言
人埃里克·帕洪当天对媒体说，国防部没有收到任
何关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命令。

肯尼亚现任总统肯雅塔赢得连任
新华社内罗毕 8 月 11 日电 肯尼亚选
举机构 11 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朱比利
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
本月 8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成功获得
连任。
肯尼亚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公布的
最终计票结果显示，肯雅塔获得约 54.27％
的选票，并已在全国 47 个选区郡中的至少
24 个获得超过 25％的选票，达到宪法中规
定的有关赢得首轮选举的条件。
肯雅塔的主要竞争对手、肯尼亚反对派
“国家超级联盟”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得票
数位列第二，获得约 44.74％的选票。
根据官方数据，本次选举注册选民约为
1960 万，
投票率约 79.17％。
肯雅塔在最终结果公布后发表了简短

演讲。他感谢选民对他本人及这届政府的
信任，并承诺将继续推进已开创的事业，更
加努力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此前，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发布的选
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肯雅塔得票领先。奥
廷加 9 日称，选举委员会发布初步计票结果
的做法不符合相关规定，拒绝承认计票结
果，并称大选计票系统曾遭受黑客入侵。独
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对系统进行核查后，否
认了这一说法。该委员会从全国各选区回
收了记录真实得票数据和统计方式的表格，
并据此宣布了最终计票结果。
乌胡鲁·肯雅塔生于 1961 年 10 月，是肯
尼亚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之子。此次总统
选举中，共有 8 个政党、政党联盟及独立候
选人参加角逐。

新闻人物

肯尼亚当选总统乌胡鲁·肯雅塔

8 月 11 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高尔夫球俱乐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讲话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自 1999 年
委前总统查韦斯上台后一直处于紧张状
态。两国自 2010 年 7 月以后一直没有互
派大使。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下令对多
名委政府、军队高官和企业高管实施制
裁。
特朗普上台后曾表示，委内瑞拉局
势并不是其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议题。
但随着委紧张局势加剧，美对委态度日
趋强硬。特朗普政府认为委现任总统马
杜罗推动成立的制宪大会“非法”，美国
财政部宣布对包括马杜罗在内的多名委
内瑞拉官员实施制裁。
但从目前情况分析，美国出兵委内
瑞拉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较低。
首先，美国长期以来把拉美视为自
己的“后院”，维护拉美这个“近邻”的稳
定有利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上海大
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指出，美政
府目前面临“通俄门”、朝鲜半岛问题等
多个棘手问题，当前情况下美国不太可
能在其“后院”开辟一个战场，美国主动
把战火引到家门口的可能性很低。
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大学政治分析家
安德烈斯·比利亚迭戈说，美国如果对委
内瑞拉动武，势必会造成整个拉美地区
的动荡和不安，这对美国来说得不偿失。
其次，美国如对委内瑞拉动武，将对
已经陷入低谷的美拉关系造成更为严重
的伤害，这也将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国际
形象。
特朗普自执政以来，在对拉美国家
政策上表现出与奥巴马政府努力缓和美
拉关系完全不同的态度：宣布重谈北美
自贸协定、下令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宣布收紧部分美国对古巴政策……美拉

关系进入矛盾多发期。
比利亚迭戈说，拉美国家长期以来
深受美国干涉之苦，美国若出兵委内瑞
拉，势必将遭到所有拉美国家的集体反
对，美拉关系将面临全面倒退的挑战。
江时学认为，特朗普若出兵委内瑞
拉，对美国的形象将造成极大损害。虽
然拉美国家对委内瑞拉局势态度不一，
但可以肯定的是，拉美国家不愿意看到
美国武力干涉委内瑞拉。
最后，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涉将
对委内瑞拉经济造成致命打击，但也同
时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委内瑞拉是
美国第三大石油供应国，同时美国在委
内瑞拉有巨额投资。如果美国出兵委内
瑞拉，
必然会导致两国贸易全面中断。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大学能源问题专
家戴维·帕拉维西尼认为，如果美国和委
内瑞拉之间的石油贸易中断，美国难以
轻易从第三国寻找替代进口石油，这可
能对美国政治产生破坏性影响。
当前，委内瑞拉国内局势出现缓和
的势头，首都加拉加斯街头的抗议示威
活动有所减少。
恰恰就在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发出军
事威胁的前一天，马杜罗 10 日说，他已
指示外交部长阿雷亚萨启动他与特朗普
会晤的准备工作。他同时表示，委内瑞
拉愿意与美国重建外交和政治关系，甚
至建立合作关系，但他强调必须在互相
尊重基础上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特朗普对委措
辞强硬，但政治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仍是
大势所趋和各方优先选项。
（新华社）

8 月 11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肯尼亚
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展示胜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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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胡鲁·肯雅塔生于 1961 年 10 月，是
肯尼亚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之子，来自肯
尼亚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部族
吉库尤族。他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
特学院学习政治和经济学。
2001 年 11 月，肯雅塔开始担任肯尼亚
地方政府部长。2002 年 10 月，肯尼亚执政
党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举行全国代表大
会，推举肯雅塔为联盟下任总统候选人，参
加同年 12 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但肯雅塔
在大选中不敌“全国彩虹同盟”候选人姆瓦
伊·齐贝吉，没能当选。2013 年，肯雅塔再
次竞选总统并胜出，成为该国自 1963 年独
立以来的第四位总统。
肯雅塔上届总统任期的重点是大力发
展经济。过去四年里，肯尼亚年平均经济
增速在 5％左右，远高于非洲国家平均水
平。但肯尼亚当前仍面临物价水平高、青
年就业率低、反腐不力等多重挑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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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所医院或因供氧中断致 30 名儿童丧生
据《印度教徒报》12 日报道，连日来，至
少 30 名儿童在印度北方邦一所公立医院死
亡，惨剧的发生或与相关公司中断医用供氧
有关。
《印度教徒报》援引印度北方邦戈勒克
布尔县长官拉伊夫·劳泰拉的话报道说，过
去两天内，至少 30 名儿童在该县最大的公
立医院死亡，其中包括 14 名新生儿。
据报道，与事发医院有合同关系的一家

私人公司因医院欠费 700 万卢比（约合 10.9
万美元）而中断液态氧供应，导致儿童由于
病房内液态氧不足而窒息致死。
北方邦政府否认儿童死亡与液态氧供
应中断有关，
声称死亡因各种疾病所导致。
北方邦卫生部长西达尔特·辛格对媒体
说，政府将责成专人对此事展开调查，如果
发现有人失职，必将严肃处理。

埃及火车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升至 49 人
关注·委内瑞拉

秘鲁政府宣布驱逐委内瑞拉驻秘大使
新华社利马 8 月 11 日电 秘鲁外交部
11 日宣布，秘鲁政府决定驱逐委内瑞拉驻秘
鲁大使阿尔弗雷多·莫莱罗·贝亚维亚，限其
在 5 天之内离境，以此抗议委内瑞拉马杜罗
政府
“中断民主秩序”
。
秘鲁外交部在当天发表的新闻公报中
宣布上述决定，并强调秘鲁政府不接受委内
瑞拉政府对利马声明的抗议照会，因为其中
包含“不可接受的”词汇。公报指出，秘鲁政
府将继续为推动在委内瑞拉恢复民主作出
努力。
本月 8 日，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在秘鲁首
都利马举行，与会 17 国外长及代表在会议

声明中一致谴责马杜罗政府“中断民主秩
序”，表示不承认委内瑞拉制宪大会的合法
性，支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委内瑞拉国民
议会。
今年 7 月 30 日，委内瑞拉举行制宪大会
选举，8 月 4 日，委内瑞拉制宪大会正式成
立。马杜罗政府希望通过重新制定宪法，解
除反对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权力，但此举遭
到国内反对派坚决抵制，
认为其严重违宪。
今年 3 月 31 日，秘鲁外交部就已召回该
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以抗议马杜罗政府一系
列
“违背民主原则的”措施。

埃及卫生部 11 日说，埃及北部亚历山大
省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
49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
埃及卫生部的一份声明说，两列火车相
撞事故发生在亚历山大市以东的地区。其
中一列火车从开罗出发，另一列火车来自塞
得港。
声明说，卫生部共调用 75 辆救护车前往
现场，亚历山大省和邻省布海拉省的医院都

已进入紧急状态。由于不少人伤势严重，死
亡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
亚历山大省省长穆罕默德·苏丹说，初
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是其中一列火车的司
机没有看见信号灯，
导致两列火车相撞。
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馆人员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暂无中国公民在这起事
故中伤亡的消息。

也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北部边界地区交火
至少 17 人死亡
萨那消息：也门军方透露，也门政府军
与反政府武装 11 日晚在也门北部边界焦夫
省交火，
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
也门军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
诉记者，交火发生地焦夫省北部是政府军与

反政府武装争夺焦点，政府军试图将胡塞武
装从这一地区驱逐出去。11 日晚间的交火
造成 7 名政府军士兵和 10 名胡塞武装人员
死亡，
另有 4 名士兵受伤。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