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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王
逸君）巴西新任总统雅伊尔·博索纳
罗 3日在媒体专访中说，对美国今后
在巴西设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持开放
态度，愿意与美方协商。

巴西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一些媒体解读，允许美国设军事
基地将意味着这个南美洲大国对外政
策“急转弯”。

博索纳罗同时批评美国在南美的
老对头委内瑞拉，就俄罗斯战机参加
委内瑞拉空军演习表达关切。

外交大转向
巴西电视系统公司 3日播出对博

索纳罗的专访。这是他 1 月 1 日就职
以来首次接受采访，谈及内政外交多
个议题。

记者问博索纳罗，是否会允许美
国在巴西领土上设军事基地。他回
答，当然愿意协商这种可能性。“这
取决于世界会发生什么，谁知道我们
今后是否有必要谈论这个议题。”

按照他的说法，新一届政府将与美
国加强经济关系，同样可能发展军事关
系，可以在军事领域签署协议。“我们
不希望成为南美洲超级大国，但我认
为，我们应当（在南美）有至高地位。”

美国把包含中美洲、南美洲的拉
丁美洲视为后院，“冷战”时期对这
一地区施加压倒性影响。法新社和路
透社报道，过去许多年，巴西左翼或
中间派政府都奉行摆脱美国影响的独
立外交。劳工党领导的左翼政府在国
际舞台不时与美国唱对台戏。博索纳
罗寻求调整巴西外交方向，在一些方
面与美国结盟。他 2日与美国国务卿
迈克·蓬佩奥通电话时说，两国现在

“是朋友”。
同一天，博索纳罗的盟友、里约

热内卢州长威尔逊·维策尔在州首府
里约热内卢向警察发表演讲时说，巴
西需要“自己的关塔那摩监狱”，需
要把“恐怖分子关起来，社会才能完
全摆脱他们”。

美国1903年在古巴关塔那摩湾设
军事基地，2002 年在基地内设监狱，
关押数以百计恐怖嫌疑人。这座监狱
因虐囚丑闻而臭名昭著。自1959年革
命胜利以来，古巴一直反对美军基地
的存在，要求美军撤离。

迟早迁使馆
博索纳罗现年 63 岁，伞兵出身，

去年竞选时公开称赞 1964 年至 1985
年巴西军政府统治和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当选后迅速着手加强与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总理本
雅明·内塔尼亚胡 1 月 1 日出席博索
纳罗就职典礼，成为首名访问巴西的
以色列总理。

博索纳罗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古斯
托·埃莱诺·里贝罗·佩雷拉 3日早
些时候说，博索纳罗希望把巴西驻以
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只
是“一些后勤考虑”成为阻碍因素。
搬迁使馆“是明确想法，只是没有决
定日期”。

特朗普2017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国际社会普遍反
对。美国 2018年 5月正式把驻以使馆
迁至耶路撒冷。博索纳罗有意效仿，
当选后承诺迁馆。路透社报道，博索
纳罗与内塔尼亚胡非公开会晤时告诉
对方，迁馆“不是会不会，而是何时
会”。

迁馆打算引发巴西肉制品出口企
业担忧，缘由是一旦巴西政府激怒阿
拉伯国家，这些企业对中东国家的肉
禽产品出口会陷入困境。不过，在佩
雷拉看来，肉禽产品出口不会面临威
胁，因为新一届政府将与中东地区的
贸易伙伴沟通协调，化解顾虑。

博索纳罗和一些新政府官员寻求
购买无人驾驶飞机，还希望向美国和
以色列“讨教”军事技术手段，以打
击装备精良的贩毒集团。

巴西2017年记录在案的谋杀案将
近 6.4 万起。打击犯罪是博索纳罗主
要竞选承诺之一。

点名俄罗斯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博索纳罗与

美国站到一起指责委内瑞拉、古巴和
尼加拉瓜。

他 3 日在专访中“点名”俄罗
斯，说俄方参加委内瑞拉军事演习令
他十分“关切”。博索纳罗说，俄罗
斯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的支持加剧地区紧张形势，令人忧
虑。

俄罗斯空天部队去年12月初派遣
两架图-160型战略轰炸机飞往巴西邻
国委内瑞拉，参加联合军事演习。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 4日报道，俄军战机
在演习结束后回国。数名俄方官员暗
示，俄罗斯今后可能向委内瑞拉派遣
更多战机。

博索纳罗指认委内瑞拉政府“有
所图谋”，“巴西必须关切”。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
帕德里诺上月说，他国不应“恐惧俄
方战略轰炸机的存在”。委内瑞拉是和
平的缔造者，不是战争的发起者。他
暗示，南美洲其他国家造成“政治和
军事失衡”，委内瑞拉不能无动于衷。

要去达沃斯
博索纳罗 3日在专访中证实，将

出席定于本月 21 日至 25 日在瑞士东
部小镇达沃斯举行的全球经济论坛，
财政部长保罗·格德斯陪同。

博索纳罗说：“我要去瑞士达沃
斯，参加全球经济论坛。这将是我
（上任后）首次海外之旅。”

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每
年都会吸引全球各界精英交流对话、
把脉时局。法新社报道，博索纳罗与
会期间将有机会与特朗普等其他国家
的领导人会面。

博索纳罗可能在达沃斯论坛谈论
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

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
多3日到访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会晤博
索纳罗。阿泽维多告诉媒体记者，这
一多边贸易机构正在启动改革进程。

新华社华盛顿1月4日电（记者 熊茂伶 孙
丁）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示，如果民主党人不
同意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拨款要
求，他已做好让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持续
数月甚至数年的准备。

特朗普当天召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领导
人磋商，但未达成协议。随后在白宫举行的媒
体发布会上，特朗普重申，修建边境墙对遏制
非法入境、打击人口贩卖和毒品走私等至关重
要。他还表示，白宫与国会两党将在周末继续
协商。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磋商结束后表
示，民主党希望先让政府重新“开门”，再协商
相关问题，否则谈判很难取得进展。此前民主
党人一直指责边境墙低效、多余且昂贵，提倡
利用无人机、传感器等科技手段加强边境安
全。

由于白宫与国会两党在美墨边境隔离墙
修建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政府拨款法
案达成一致，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从去
年 12 月 22 日凌晨开始陷入停顿，迄今已持续
14天。

新华社柏林 1月 4日电 （记者 张远 任
珂）据多家德国媒体4日报道，包括德国总理
默克尔在内的数百名德国政界人士等遭到网络
袭击，个人信息被暴露在社交媒体上。

遭袭击的人包含联邦与各州官员、议员和
不少政党高层，泄露数据包括个人身份证件、
邮件、账单、应用软件聊天记录与信用卡信息
等。据报道，这批数据在去年圣诞节前就陆续
被发布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总统施泰因迈尔信息也
被泄露。被泄露的信息包含默克尔的传真、部
分邮件和邮件联系人。德国安全部门正屏蔽网
络上相关信息。

现阶段，网络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尚不清
楚。德国政府正调查这次袭击是否由政府内有
权限登录内网的人员发动。

美国男子保罗·惠兰的律师 3日
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法院以间
谍罪名对惠兰签发逮捕令。俄方人员
证实，惠兰受到间谍罪名指控。

涉嫌间谍
惠兰现年48岁，曾是美国海军陆

战队队员，派驻过伊拉克，自2017年
初在美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博格华纳
公司充任全球安全主管。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2018 年 12 月
28日在莫斯科拘留惠兰，指认他“从
事间谍活动”，着手刑事调查。

惠兰的律师弗拉基米尔·热列边
科夫 1 月 3 日告诉路透社记者，根据
莫斯科列福尔托沃法院签发的逮捕
令，惠兰至少要在列福尔托沃监狱拘
押至2月28日。

热列边科夫告诉俄罗斯媒体，他
3 日向法院递交材料，申请让惠兰获
得保释、由法院决定保释金金额。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方调查机

构一名人员证实，惠兰受到间谍罪名
指控，拘押期至 2月底。按照俄罗斯
法律，间谍罪可判处 10 年至 20 年监
禁。

惠兰的家人先前发表声明，称惠
兰不是间谍，曾多次因公或因私赴
俄，这次去莫斯科是参加前海军陆战
队同事与一名俄罗斯女子的婚礼。热
列边科夫说，他 2日见过惠兰，惠兰

“态度乐观”。
俄美斗气？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2018 年 12 月
31日发布拘留惠兰的消息。美国国务
院同一天说，已获俄外交部正式通
报，美方要求领事探视惠兰。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 月 2
日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已要求俄方提
供更多有关惠兰的信息，包括受到拘
押的原因；如果认定俄方拘留“不合
理”，将要求俄方立即释放惠兰、让
他回国。2 日晚些时候，美驻俄大使

洪博培获得俄方准许，探视了惠兰。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惠兰案可能

加剧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去年 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首

都华盛顿逮捕俄罗斯人玛丽亚·布蒂
娜。美国司法部指控她在没有向美方
登记的情况下充任俄政府在美代理
人，与他人共谋在美非法充任外国代
理人。

按照美方说法，布蒂娜在美“结
交人物、渗透团体”，以推进俄方利
益。布蒂娜去年12月在首都华盛顿一
家联邦法院承认共谋罪；检方撤销对
她的另一项指控，即非法充任外国代
理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去
年 12月晚些时候在年度记者会上说，
布蒂娜不受俄政府机构的指示，“逮
捕她没有缘由，但美国司法部门需要
保住面子，找台阶下”。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或在巴西设军事基地

美国男子涉嫌间谍罪或加剧美俄紧张关系

特朗普称政府“停摆”

或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数百德国政界人士等

遭网络袭击信息泄露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4日收盘大涨。截至当天
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746.94 点，收于 23433.16 点，涨幅 3.29%。标准
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84.05点，收于2531.94
点，涨幅3.4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75.35
点，收于6738.86点，涨幅4.26%。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4日大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