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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
“六连输”
后
英议会休会

鹰派
不合

美政府两大
“鹰派”
人物博尔顿与
蓬佩奥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博
尔顿总是过于
“直言不讳”
。这让外界
认为
“博尔顿正扮演国务卿角色”
。

特朗普“炒掉”博尔顿
鹰派组合被“拆”国务卿蓬佩奥拒绝评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宣
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博尔顿(右图）已在他的要
求下辞职。博尔顿是特朗普
任内离职的第三位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
特朗普当天中午在社交
媒体上公布这一消息时说，他
9 日晚告知博尔顿“白宫不再
需要他的服务”，后者 10 日上

揭秘

午递交了辞呈。特朗普说，他
和政府中其他人一样对博尔
顿 的 很 多 建 议“ 非 常 不 赞
同”。他同时对博尔顿的服务
表示感谢。
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下周
宣布新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人选。
9 月 10 日 ，美 国 国 务 卿
蓬佩奥（左图）和财政部长努

钦出席简报会。据报道，蓬佩
奥拒绝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的离任发表评论。他
说，会把博尔顿离开的原因留
给总统去谈，但总统有权获得
他想要的工作人员。
现年 70 岁的博尔顿是特
朗普的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2018 年 3 月获任命，在
白宫工作了 17 个月。

博尔顿出生于 1948 年，
曾就职于里根、老布什、小布
什三任政府，是美国政坛著名
的
“鹰派”人物，以对外政策立
场强硬著称。他于 2018 年 4
月取代麦克马斯特，出任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上任
后在伊核、阿富汗和朝核等问
题上均表现出强硬姿态。
视觉中国供图

美媒深挖总统
“通俄”致在俄
“高层”卧底暴露

多家美国媒体 9 日报道，
资产。然而，美国情报界 2016
美国中央情报局潜伏在俄罗斯
年开始向媒体详细披露美方所
政府高层的一名间谍因媒体深
指认俄方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
挖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否“通
情况，
让这名安插在克里姆林宫
俄”而在 2017 年被迫外逃。中
的“消息人士”身处险境。这名
情局和白宫否认这名间谍因受
间谍起初不愿应中情局要求撤
特朗普政府处理情报不当波及
离，
但随着媒体对
“通俄”
丑闻紧
而撤离。
抓不放，中情局再度要求他撤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
离。他2017年离开俄罗斯。
情局多年前策反一名俄罗斯政
由于他提供的信息在总统
府中层官员。他后来职位显
选举年可能引发争议，
中情局高
赫 ，能 接 近 克 里 姆 林 宫 最 高
层 2016 年下令全面核查他先前
层。虽然不是俄罗斯总统弗拉
数年所提供情报，以确认他的
基米尔·普京的亲信，他会定期 “忠诚度”。美方一些情报人员
受到总统接见，可接触俄方最
一度怀疑他已成为双面间谍，
在
高领导层决策。
他同意撤离后才打消疑虑。按
中情局一直把他视作宝贵
照《纽约时报》的说法，
这名间谍

的外逃让中情局损失惨重，
对俄
国情报界担忧，特朗普政府可
方最高层后续活动缺乏了解。
能因处理敏感情报不当而危及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
海外特工人员。不过，这一说
节目 9 日报道，这名间谍受到
法遭官方否认。
美国政府保护，正以真实姓名
一些要求匿名的美方前任
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定居。不
和现任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过，记者企图接近他的住宅后，
没有公开证据显示特朗普置这
他可能被转移至别处。
名间谍于危险境地。促使他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
逃的唯一因素是媒体对中情局
天率先披露，中情局要求间谍 “消息人士”的不断审视。
撤离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2017 年 5 月在白宫会晤俄罗斯
俄议会上院国防委员会委员弗
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
朗茨·克林采维奇经由社交媒
时任俄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
体“脸书”回应美媒报道，说那
利亚克时，向俄方披露以色列 “明显”是假新闻，企图削弱特
提供的关联极端组织“伊斯兰
朗普的公信力，同时吹嘘美国
国”的高密级情报。这导致美
编织的全球情报网。

英国府院正面“对决”10 日凌
晨以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再败告
终。议会下院再次否决解散议会、
10 月 15 日提前选举的政府动议，
同时通过两项动议，
要求政府必须
遵守法律并公开关联无协议脱离
欧洲联盟的涉密文件和关联休闭
议会的政府内部通信。多家媒体
报道，约翰逊近期与议会下院 6 次
交锋连续落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周一
(9 日)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旨
在阻止约翰逊在没有达成脱欧协
议的情况下让英国 10 月 31 日退
出欧盟，
这意味着在法律层面约翰
逊将不能实行“无协议脱欧”。此
间观察人士认为，除非英国在 10
月 19 日欧盟峰会结束前与欧盟达
成新的
“脱欧”协议，
否则约翰逊将
不得不寻求欧盟同意推迟
“脱欧”
。
府院 10 日凌晨结束交锋后，
议会正式开始 5 周休会期。约翰
逊政府说，
将利用这段时间尽力与
欧盟达成新“脱欧”协议。已出任
议长 10 年之久的伯科同时宣布，
将在 10 月 31 日“脱欧”大限当天
辞去议长和议员职务。

以色列遭火箭弹袭击
总理被迫紧急撤离
当地时间 10 日晚，以色列南
部遭受来自加沙地带火箭弹的袭
击。据以色列媒体公布的视频显
示，
正在阿什杜德发表竞选演讲的
内塔尼亚胡被迫中断演讲，
在安保
人员的护送下紧急离开讲台。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
团一名新闻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
内塔尼亚胡后来重新回到讲
台完成了演讲。根据以色列议会
日前通过的议案，以色列将于 9 月
17 日举行议会选举。
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
说，
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发射
的两枚火箭弹，
均被以军
“铁穹”防
御系统拦截。火箭弹袭击后，
以色
列警方加强了该地区的安保措施，
并要求市民保持警惕。
另据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发
布的消息，以军一架军用无人机
9 日晚在加沙地带坠落。巴勒斯
坦媒体报道说，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部队在加沙地带
南部拉法地区以东击落了这架无
人机，
该无人机目前在哈马斯部队
手里。
本版文字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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