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 美国长期把拉美视为自

己的“后院”，维护拉美这个“近邻”

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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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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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亚迭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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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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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可能性分析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

事行动。

在美国新泽西州休假的特朗普

称，美国就委内瑞拉目前局势方面有

众多选择，他不会排除对委内瑞拉采

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特朗普拒绝说明

对委军事行动是否会由美军主导。

在特朗普作出表态后， 美国国

防部发言人埃里克·帕洪当天对媒

体说， 美国防部没有收到任何关于

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命令。

这是特朗普政府自委内瑞拉宣

布举行制宪大会选举以来首次提出

不排除对委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 5

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他不认为有

国家会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

且美方正极力与拉美地区合作来一

起应对委内瑞拉局势。

7 月 30 日，委内瑞拉举行制宪

大会选举，8 月 4 日委制宪大会正

式成立。 委政府希望通过重新制定

宪法， 解除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的

权力， 但选举遭到委反对派的坚决

抵制，认为其严重违宪。

美国财政部 7 月 26 日宣布对

委内瑞拉 13 名政府官员实施经济

制裁，并在 31日宣布对委内瑞拉总

统马杜罗实施制裁。美方称，任何当

选委制宪大会代表的个人都可能成

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据新华社电 肯尼亚选举机构

11日公布了计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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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肯尼

亚反对派“国家超级联盟” 领导人

拉伊拉·奥廷加，该人得票数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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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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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8月 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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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埃及吉萨省发生火车

出轨事故，造成 19人死亡。2012年，

上埃及地区曼费卢特发生火车与校

车相撞事故，造成 51 人死亡，死者

多为儿童。

美媒披露，尽管两国互相武力威胁，却有一条外交对话渠道保持畅通

据新华社电 美国与朝鲜 11日

继续打嘴仗，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

朝方不要做出“不明智举动” ，美国

已经“枪弹上膛” 。 面对这场嘴仗，

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盟友德国、加

拿大相继发声， 劝告双方停止轮番

示强，给紧张局势降温。美国媒体披

露，尽管美朝不断发出武力威胁，却

一直保持一条外交对话渠道畅通。

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如果

朝鲜做出不明智举动，美方军事方

案已经就绪，枪弹已经上膛。 希望

金正恩将找到另一条路。 ”

8 日，美国相关媒体报道，朝鲜

可能掌握在洲际导弹上装载核弹头

的技术。特朗普随即抛出狠话，警告

朝鲜“最好不要对美国作出任何进

一步威胁” ，否则将面临“前所未见

的火力与愤怒” 。

10日， 朝鲜军方宣布， 将于 8

月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并上

报金正恩。 11 日，朝鲜中央通讯社

发文，指责美国是“穷凶极恶的核

战狂人” ，还点名批评特朗普。

美国国防部 11 日宣布，将于 8

月 21 日在韩国举行 “乙支自由卫

士” 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认定

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是对朝鲜的恫

吓和威胁，所以坚决阻止。 同时，美

国的一份分析认为，朝鲜可能正在

准备新一轮潜射导弹试射。

国际社会敦促美朝停止持续打

嘴仗，不要给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

说，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中方希

望有关各方谨言慎行， 多做有助于

缓解紧张局势、增进各方互信的事。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

罗夫 11 日说，美朝之间的叫板“开

始走向极端” ，直接以动武相威胁，

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同时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

朝鲜拥有核武器，呼吁美朝响应中

国和俄罗斯提出的倡议。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11日

在柏林的记者会上说：“我认为，升

级嘴仗不是问题解决之道。 ” 默克

尔反对武力，她强调联合国安理会

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的作用。

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娅·弗里

兰表示，作为盟友，加拿大站在美国

一方，不过“我们需要寻找给局势

降温的途径” 。

不过，特朗普当天会晤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和美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妮基·黑莉后，措辞有些软化。

他在记者会上说， 朝鲜半岛局势

“非常危险，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

美联社 11日报道，双方保持着

一条直接外交沟通渠道，这条传统

渠道被称为“纽约渠道” ，由朝鲜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与美方官员直

接对话。今年上半年，美国国务院朝

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通过这一渠

道， 争取到在朝服刑的美国大学生

奥托·瓦姆比尔获释。

美联社援引多名美方知情人士

的话报道，瓦姆比尔获释后，尹汝尚

继续争取其他数名被关押在朝鲜的

美国人获释。除这一话题，双方还讨

论了美朝关系。这些知情人士说，这

一渠道可能成为美朝日后正式谈判

的基础。 而特朗普拒绝对这一渠道

的存在和作用置评。

国际社会展开劝说

幕后沟通渠道曝光

美朝轮番武力威胁

美朝互怼升温 国际社会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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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选举

现任总统成功连任

埃及两火车相撞

死亡 49人

特朗普威胁对委内瑞拉动武

委政府此前希望通过重新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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