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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6月８
日在国会参议院作证，就他此前领导的

“通俄”调查、他与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谈
话以及他被解职的情况回答提问。科
米作证余波目前仍震荡华盛顿。科米
被指处心积虑搭建通往弹劾总统目标
的司法框架，特朗普与其反对者的交锋
进入新的回合。

听证后，特朗普一方呼吁“翻页”，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6月
11 日在电视访谈中呼吁国会参众两院
停止关于特朗普竞选团队可能与俄罗
斯串通、共谋的“通俄门”调查，称这是
为了搜罗罪证或材料而进行的不当调
查。她说：通俄没有证据，“我认为不应
继续”。

但是，科米证词和特朗普连日来的
回应，给华盛顿“纸牌屋”带来新的潜在

“爆点”。特别检察官米勒正在进行的
“通俄门”调查，牵涉数位特朗普竞选团
队核心成员，势难速了。

爆点一：
特朗普、科米到底谁在撒谎？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在任美国总
统互相公开指责对方“撒谎”。

《今日美国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事情。那么，究竟谁在撒
谎？不能总是一笔糊涂账。毕竟，总统
撒谎也可成为遭弹劾的理由。在科米
听证前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46％的美
国人更相信科米，只有26％的人更相信
特朗普。

爆点二：
特朗普和科米谈了啥？

白宫有无特朗普和科米单独交谈
的录音？在９日的记者会上，特朗普再
三拒绝回答这一问题，只是说可能在近
期某个时间答复，并用开玩笑的口气
说，答案会令媒体失望。国会众议院一
个小组委员会当天致信白宫顾问麦克
加恩，要求公开关于特朗普和科米交谈
的所有录音。

爆点三：
特朗普也要来宣誓作证？

特朗普表示“百分之百”愿意宣誓
作证并接受特别检察官询问。那么，他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作证？公开还是闭
门？在国会面前还是单独面对特别检
察官米勒？如果公开听证，这势必比科
米听证更让美国朝野“热血沸腾”。参
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11日已
公开邀请特朗普到参议院作证。

爆点四：
“通俄门”调查下一步向哪里？

从科米证词和美媒爆料看，目前
“通俄门”调查剑指特朗普竞选团队三
名核心成员：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弗林、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和总统高级
顾问、特朗普长女伊万卡的丈夫库什
纳。谁是真正突破口尚未可知。

科米在听证会上被问及弗林是否
是“通俄门”调查的核心人物时仅表示，

自己不能在公开场合回答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则引用匿名消息源给出肯
定回答。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８
日下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闭门
听证时，科米透露除媒体披露的两次之
外，塞申斯可能在去年大选期间与俄罗
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有过“第三次会
面”。塞申斯已同意13日到国会参议院
作证。库什纳也被爆料在特朗普候任
总统期间与俄方接触，他本人已通过律
师表示愿意配合调查接受询问。

此外，科米作证后，特朗普私人律
师随即指责科米泄密，要求就此进行调
查。特朗普连日来也在社交媒体推特
和记者会上指责科米是“泄密者”，11日

的最新推文宣称科米泄密“远远超过能
够想到的任何人”。

所谓“泄密”，指的是科米被解职后
通过朋友向媒体泄露自己和特朗普交
谈备忘录部分内容，爆料特朗普“希望”
他停止调查弗林。科米８日作证时说，
他这样做缘于特朗普之前发推特称可
能存在谈话录音，目的是为了促成特别
检察官调查。

科米听证可能是华盛顿新震荡的
开始。如今，塞申斯听证接踵将至，民
主党又邀请特朗普到国会作证。“通俄
门”的不断发酵，使特朗普团队难以把
精力集中在医改、税改等政策议程上。
华盛顿“树欲静而风不止”。

“通俄门”调查持续发酵
华盛顿“树欲静而风不止”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局长科米（前）在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前宣誓

波多黎各:我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
美国国会：一厢情愿，“转正”没那么简单

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波多黎各6月11
日就与美国之间的地位关系举行第五
次全民公决。投票结果显示，超过97％
的选民支持波多黎各正式成为美国的
一个州。

分析人士指出，面临严重经济和财
政危机的波多黎各政府积极推动全民
公决，希望通过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解决经济危机。但是此次公投的投票
率不高，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争议。
而且波多黎各能否成为美国的第51个
州，最后的决定权在美国国会，而不是
全民公决结果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所以
波多黎各试图通过全民公决正式成为
美国的州，短期内难以实现。

多次公投均未通过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波多黎各就与
美国的地位关系举行了4次全民公决。
前3次公决都否决了“成为美国第51个
州”的方案。2012 年第四次公决中，超
过参与投票的半数选民都赞成“成为美
国的第51个州”，但是三分之一以上选
民未作决定，因而这一结果的合法性受
到质疑。

试图摆脱经济困境

近年来，波多黎各经济持续衰退，
陷入严重危机。政府无力偿还高达700
亿美元的债务，公共机构和服务的开支
逐年缩减。根据当地统计部门提供的
数据，波多黎各46％的民众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1.5％。经济学家
普遍预测未来两年波多黎各经济将继
续衰退。

面对持续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许多当地居民选择逃离波多黎各。目
前平均每个月就有约7000名波多黎各
居民移居到美国本土，这对于只有 340
万人口的波多黎各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波多黎各新任总督里卡多·罗塞略
领导的新进步党一直主张波多黎各正
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罗塞略自今年
年初上台后，就积极推动波再次举行全
民公决。他认为波多黎各目前的政治
地位无异于美国的殖民地，波多黎各居
民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无法享受
和美国公民同样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分析人士认为，波多黎各新政府之
所以积极推动全民公决，在为居民争取
平等政治权利的同时，主要是想通过改

变与美国的地位关系，获得更多联邦政
府资金的支持，缓解其目前面临的经济
和社会危机。

剃头挑子一头热

公决结束后，罗塞略表示，此次公
决取得的“历史性结果”传达了一个“清
晰而有力的信号”，那就是必须尽快结
束波多黎各和美国之间“屈辱的殖民地
关系”，开启波多黎各完全加入美国的
进程。

一直抵制公决的波多黎各反对党
人民民主党则对公投结果不以为然。
人民民主党主席埃克托尔·费雷尔说，
此次全民公决的投票率创下新低，全国
260万选民中只有50万人参加了投票，
大多数选民都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在
2012年的全民公决中，参加投票的选民
达到80万人。这表明越来越多的选民
并不支持改变波多黎各政治地位的主
张。而最终的决定权并不在波多黎各
居民手中，举行这样的公决是“浪费时
间和金钱”。

今年５月，罗塞略和波多黎各参议
长托马斯·里韦拉前往华盛顿和美国众

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面，希望全民公
决计划得到美国众议院支持，但是美国
方面反应冷淡。

美国司法部４月拒绝批准本次公
决计划，理由是波多黎各当局提交的公
决方案中没有提供“维持现状”的选
项。波多黎各当局将修改后的公决方
案再次提交美国司法部后，一直没有得
到正面回应。波多黎各反对党批评说，
如果美国司法部不同意拨付公投所需
资金，波需要承担此次公投所需的数百
万美元资金，这对于已经面临破产危机
的政府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完全掌控
了波多黎各的外交、国防事务，同时不
用向波多黎各拨付大量联邦资金，这对
美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局面。吸纳波
多黎各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无法给美
国带来额外的实际收益，相反却要增加
财政负担，所以，美国国会和政府在这
个问题上态度消极。如果美国国会不
转变态度，波多黎各政府组织的公决行
动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政治游戏

昨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
会并答问。会上，有记者提问称，习近平主席
本周将在北京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双方是否
将讨论中国举办世界杯的可能性？中方是否
会正式提出申办2030年世界杯？

陆慷对此答道，习近平主席的外事活动
如果有消息我们会及时对外发布。关于足
球，当然我们希望加强同国际足联及其他国
家在足球领域的合作，这也有利于促进中国
足球水平的提高。至于是不是将来能够举办
世界杯，可能很多中国民众都有这个梦想，我
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中国申办2030年世界杯？
外交部：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猴子能学会敲诈勒索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日前报道，印尼

巴厘岛乌鲁瓦图寺附近的长尾猕猴会抢走游
客的眼镜、相机、帽子等，甚至会从售票处抢
走现金，以勒索食物。比利时列日大学灵长
类动物专家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以确定这
些猴子的敲诈勒索行为是不是后天习得的。

研究人员对不同的猴子群体进行长期观
察，发现与游客接触最多的群体中，抢劫并勒
索的发生率最高；年轻雄性成员较多的群体，

“犯罪”率也较高。此外，一个新近搬来的猴
群中也逐渐出现了敲诈勒索行为。

研究人员说，初步证据表明，敲诈勒索是
一种文化现象，猴子通过观察同伴的行为相
互学习。其他景点的猴群并未出现这种现
象，也显示该行为并非天生。

研究人员表示，新研究有助深入了解灵
长类动物群体中信息的传播方式、动物对自
身行为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计划等，并可能
为探索人类认知能力起源和进化历程提供新
线索。

英媒称特朗普访英计划
或因英国民众反对被搁置

英国《泰晤士报》6 月 12 日报道，美国总
统特朗普今年访问英国的安排可能因英国民
众强烈反对被搁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未来
几天可能公布这一消息。

不过，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回复新华社记
者询问时说，邀请特朗普访英的计划目前“没
有改变”。

英国《卫报》11日报道说，特朗普与特雷
莎·梅通电话时表示，除非英国民众欢迎他，
否则他不会访英。报道并未指明消息来源。

今年１月，特雷莎·梅访问美国时宣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邀请特朗普今年
下半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接受了
邀请。但随后不久，英国超过180万人在议会
请愿网站一份请愿书上签字，呼吁取消英国
对特朗普发出的国事访问邀请。

按照相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超过10万，
议会就应考虑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但英国
首相府曾表示，不会取消此前对特朗普的邀
请。

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光明世界”馆

2017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
6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共有115个国家和22
个国际组织参展。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是“未
来的能源”，各参展方聚焦新能源开发利用，
倡导最有效、最适宜、最可行的可持续发展行
动计划，探寻未来能源发展合作大计。

世博园坐落于阿斯塔纳市内南部地区，
从空中俯瞰园区，以蓝色为主的场馆建筑与
绿地花园相结合，整体呈现水滴形状，体现

“清洁可循环”理念。其中最醒目的哈萨克斯
坦馆位于园区中心，巨大的蓝色玻璃球形建
筑，创下世界同类型建筑规模之最。

聚焦新能源的
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

比利时庆祝
蒙斯屠龙节

6月11日，在比利时南部小城蒙斯，
人们在“屠龙节”的重头戏——屠龙仪
式上争抢龙尾。根据传说，抢到龙尾的
人一年都有好运气。

当天，本年度“屠龙节”的两个最重
要的环节——盛装巡游和屠龙仪式在
这里上演，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蒙
斯“屠龙节”已有600多年的历史。2005
年，蒙斯这一传统节日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股神”巴菲特
每年一度的慈善午餐拍卖结束，最终以
267.9001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低于去年的
345.6789 万美元，但出价仍是有纪录以来的
第二高。

今年拍出的价格虽然回落，但拍卖过程
同样激烈，拍卖在开始不到2分钟价格就突破
100万美元大关，而且只经过短短7次出价。

与往年一样，巴菲特将与慈善午餐的中
标者及其最多 6 位亲朋，在纽约曼哈顿的
Smith Wollensky牛排馆共进午餐。巴菲特将
畅谈所有的话题，但不会透露自己下一步的
投资目标。

巴菲特慈善午餐
268万美元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