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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与国会谈判不欢而散———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日在白宫会晤民主党国会领导

人，再次试图迫使对方认可为“隔

离墙”拨款，依旧不欢而散。

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9 日前往白

宫，与特朗普再次商讨拨款法案。

特朗普随后借助社交媒体平台

抱怨：“刚离开与查克和南希的会

面，浪费时间。我问，如果 30天内让

政府重新开门， 你们会为隔离墙或

钢制隔离屏障拨款吗？南希回答，不

会。 我说，再见吧。 ”

一些媒体报道， 会面场合在白

宫内，特朗普转身离开屋子，把佩洛

西和舒默留在屋内……

回到国会， 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时，佩洛西和舒默用“暴躁”“乱发

脾气”描述特朗普的言谈举止。

民主党后续打算在众议院通过

一系列拨款法案， 寻求让国土安全

部、司法部等机构逐一恢复运行。 只

是，这些拨款法案恐怕难以通过参议

院表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9日说，众议院当天通过的一份涉及

财政部拨款法案是民主党人“政治

作秀” ，不可能在参议院“过关” 。

特朗普当天赴国会与共和党领

袖商议拨款法案。 他要求共和党议

员站在自己一边， 称与民主党方面

接近就沿西南部与墨西哥边界筑造

“隔离墙”达成协议。

特朗普要求国会拨款 57 亿美

元，用于建造边境“隔离物” ，招致

民主党人强烈反对， 致使包含筑墙

费用在内的拨款法案无法通过。 联

邦政府四分之一机构截至 9 日关闭

19天。 如果拨款法案继续“搁置” ，

大约 80万雇员将在 11 日、 即新年

第一个发薪日领不到工资。

赴国会大厦临行前， 特朗普重

复本月初的一番威胁， 即如果由民

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不放行筑墙费

用，他可能会宣布紧急状态，以绕过

国会、直接建造边境“隔离墙” 。

为“隔离墙”争取支持，特朗普 8

日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发表电

视讲话，呼吁选民给联邦议员打电话，

让国会按他的思路推进拨款法案，但

没提及援用总统权限、宣布紧急状态。

共和党党内团结 9日晚些时候

再次面临考验。众议院表决一份拨款

法案， 目的是让财政部恢复正常运

行，从而确保退税和其他财政服务机

构重新“开门” 。 表决结果，240票赞

成、188票反对。8名共和党籍众议员

支持这份由民主党人提议的法案。

美国某新闻电视台右下角的政

府“停摆” 计时框不停地以秒为单

位闪变， 显示自去年 12 月 22 日凌

晨联邦政府部分关门以来的累计时

间。 截至 1月 9日，这次“停摆” 已

持续 19天。

9 日下午， 美国农产品期货分

析师弗吉尼娅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通过视频向订户解读当天大豆等农

产品期货交易行情。 她说，已经证

实有三艘货轮正装载大豆从美国出

港驶向中国，这推动了大豆期货价

格的上扬。

在美国农业部因“停摆” 造成

临时减员而不再汇总、报告本国农

产品大宗出口动态数据以来，交易

员和美国农民都不得不从其他渠

道， 包括港口装船情况来推测大豆

等农产品出口状况。 这让市场参与

者叫苦不迭。

由于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会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问题上的

分歧难以化解，联邦政府部门关门

的僵局越拖越久。这不仅影响到了

首都华盛顿的众多政府部门，美国

各地包括芝加哥在内的联邦派出

机构、联邦资助部门和雇员也深受

波及。

在高耸入云的纪念开国总统华

盛顿方尖碑的映衬下， 首都华盛顿

国家广场前垃圾桶无人清理的场景

格外刺目； 而位于芝加哥西南约

300 公里处的林肯故居， 也因属于

国家公园系统而关门谢客。 记者 9

日拨打故居电话， 另一端传来录音

回复的声音，称目前故居关闭，待政

府“停摆” 结束，再按正常时间恢

复开放。

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州北区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在没有联邦预

算拨款的情况下， 依靠法庭收费结

余和其他资金尚能继续维持运作到

1 月 11 日， 但民事案件已停止审

理。法院负责人说，之后能否继续开

庭， 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能发放到

何时，目前还不得而知。

洛琳·陶尔戈什是在大湖区为

美国环保局工作的年轻科学家，也

是此次因政府“停摆” 而被“强制

休假” 的数十万联邦雇员之一。 目

前居住在简陋房屋里的她， 去年 9

月刚和新婚丈夫贷款在芝加哥近

郊购买了新房但还未能入住，如果

不能按时拿到工资，他们不知如何

才付得起两处房屋的开销。 雪上加

霜的是，她的健康保险也会因此遇

到麻烦。

芝加哥有的慈善机构宣布为

“强制休假”和“无薪上班” 人员发

放免费食物。也有报道说，许多临时

下岗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得不开起网

约车，或为学生补课、打零工，以维

持生计。

最新消息说， 特朗普 9 日在与

民主党国会议员为结束“停摆” 而

进行的谈判中拍了桌子， 双方再次

不欢而散。 这也意味着美国联邦政

府部分“停摆” 仍将在寒冬中继续。

据新华社

在美国政府“停摆”阴影下

据新华社电 日本外务省事务

次官秋叶刚男 9日召见韩国驻日大

使李洙勋，就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浦

项分支机构 8日同意日本殖民时期

遭强征劳工案原告申请，扣押被告、

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在韩部分资产

表达遗憾。

两人交谈 10分钟。李洙勋随后

告诉媒体记者，韩日双方应当作出

更大努力，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

化，尤其是在两国关系面临“困难”

之际。 共同社报道，秋叶刚男向李

洙勋提议，日韩双方磋商新日铁住

金公司资产遭扣押一事。

4 名韩国人向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强征他们做苦力的日本新日

铁住金公司索赔，后者一直没支付

赔偿。 韩国最高法院 2018 年 10 月

30日裁定，维持首尔高等法院 2013

年 7月所作判决， 即认定新日铁住

金曾把上述 4名韩国人强掳至日本

做苦力， 应当向他们每人赔偿 1 亿

韩元（约合 61万元人民币）。

原告律师团去年底向大邱地方

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扣押新日铁住

金公司与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合资企

业中前者所占的部分股份。 新日铁

住金公司持有这家合资企业大约

234 万股股票， 市值大约 110 亿韩

元（6703 万元人民币），律师团要

求扣押其中 81075 股股票， 市值大

约 4亿韩元（243万元人民币）。

韩联社报道， 这家合资企业 9

日晚些时候收到法院文件。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9 日

在记者会上说， 韩国法院的决定令

人“极其遗憾” ，日方认定“事态严

重” ，近期将向韩国政府提议以《日

韩请求权协定》为依据举行首次磋

商。 他说：“尽管日方要求（韩方）

应对这一违反国际法的状况， 韩国

政府还没有拿出具体措施。 ”

菅义伟当天下午召开阁僚会

议，商讨韩国法院同意扣押日企在韩

部分资产一事，外务大臣、财务大臣、

经济产业大臣、法务大臣等人与会。

共同社援引国土交通大臣石井

启一的话报道， 菅义伟要求政府各

部门“密切配合” 。

日本 1910年至 1945 年在朝鲜

半岛施行殖民统治，许多企业强征大

批劳工至日本做苦力。 日方以两国

1965年签订《日韩请求权协定》恢复

邦交正常化为由，认定韩国劳工的请

求权问题“已经解决”，而韩方认定两

国 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

双边协定没有终止公民索赔权利。

针对日方磋商提议， 韩国外交

部 9 日说，需要“冷静、审慎” 处理

这一外交议题， 韩方将仔细审视日

方请求。

“依据（我方）基本立场，即

（韩国） 政府尊重法庭有关遭强征

做苦力的受害人的裁决和司法程

序，我们将综合考虑（各方）需求、

拿出举措，切实弥合受害人的伤痛、

修复韩日关系。 ”

韩国外交部说，制造“不必要

的冲突和对立无助于解决这一问

题” 。

日方官员告诉共同社， 如果双

方着手磋商， 那将是日韩两国以

《日韩请求权协定》 为依据首次磋

商；如果磋商无法弥合分歧，日方可

能寻求设立一个仲裁小组， 或者选

择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日本就劳工案召见韩国大使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克里姆林

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9 日回答媒体记

者提问，否认以色列媒体报道，声明

俄罗斯“没有、也不会” 干预任何一

个国家的选举。 佩斯科夫上述声明

关联以色列舆论热点。

佩斯科夫说：“别看以色列媒

体报道， 那是没有的事。 俄罗斯没

有、 也不会干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的任何选举。 ”

以色列 《新消息报》8 日援引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辛贝特）局

长纳阿尔加曼 7 日讲话内容报道，

某个国家“想要干预” 以色列议会

选举，手段包括网络攻击。

阿尔加曼所指国家的具体情况

没有公开。 一些以色列媒体把矛头

指向俄罗斯。以色列《国土报》援引

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检查点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的研究报告报道， 俄罗

斯是对以色列议会选举构成最大网

络安全威胁的国家之一。

辛贝特 8 日晚些时候发表声

明， 强调以色列有能力应对任何外

国干预。 辛贝特在声明中说：“如果

存在外国干预活动， 以色列及情报

界有工具、也有能力识别、监视和挫

败这类活动。 以色列防卫机构能够

确保以色列民主自由选举。 ”

美联社援引以色列民主研究所

技术政策研究员阿特舒勒的话报

道，以色列使用纸质选票，而非电子

系统，但“黑客” 可以在选举前侵入

政党数据库， 经由网络散布关联选

举的不实消息， 曝光个人隐私和一

些可能引发“尴尬” 的文件。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外交部

长佩恩 10 日访问泰国，可能与泰方

商议为一名因为家庭暴力而逃至泰

国的沙特阿拉伯籍女子提供庇护。

澳大利亚政府 9 日声明， 考虑

为拉哈芙·穆罕默德·库农提供庇

护。 这名女子现年 18 岁，因不堪家

暴出逃。 库农上周与家人在科威特

旅行时逃走， 从科威特飞往泰国首

都曼谷，5 日抵达素万那普机场，试

图转机前往澳大利亚， 入境时遭泰

国执法部门拒绝。 库农在机场转机

区经由社交媒体发布消息， 说一旦

遭遣返，她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

随着这一消息在互联网上扩

散、 且库农拒绝登上返回沙特的航

班，泰方 7 日允许她进入曼谷，把她

移交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

署工作人员照顾。 库农目前待在曼

谷一家酒店， 拒绝与 8 日抵达曼谷

的父亲和兄长相见。

库农的父亲否认女儿“身体和

精神”遭受家暴。泰国移民事务官员

说，得知女儿平安，库农的父亲“松

了一口气” 。她的家人 9日与联合国

难民署工作人员见面，当天回国。

同一天， 澳大利亚国土安全部

说， 联合国难民署希望澳方为库农

提供庇护； 如果难民署认可库农的

难民身份，国土安全部将考虑接纳。

俄罗斯否认

干预以色列选举

不堪忍受家暴

沙特女子出逃

澳大利亚或提供庇护

韩法院判令日企赔偿被征劳工———

●记者手记

1 月 8 日， 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

讲话，就美墨边境安全问题争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