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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徐力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2
日会见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
贝格，还接受 《华尔街日报》 采
访，就北约、美国与俄罗斯关系、
人民币汇率、美联储主席珍妮特·
耶伦去留等问题发表看法。与竞选
总统期间的看法相比，特朗普在这
几个问题上态度出现“大变脸”。

对此，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
塞当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
访时解释道：“情况变了。”

北约“不过时”

特朗普当天与到访的北约秘书
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联合记者会时
说，他与斯托尔滕贝格就北约如何
在全球反恐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进
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北约在
他的敦促下已更多地参与到反恐中
来，因此他不再认为北约已经“过
时”。

“我说过它 （北约） 过时了。
它并不过时，”特朗普对在场记者
说。

就在去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
普多次抨击北约“已经过时”，并
敦促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开支。

斯派塞说，特朗普之所以改变
看法，是因为北约盟国在承担更多

防务开支方面取得进步。

美俄关系陷“历史最低谷”

去年，特朗普多次公开表达希
望在自己任期内改善美俄关系的意
愿，还多次称赞俄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如果他 （普京） 说我
的好话，我也会说他的好话，”特
朗普去年9月说。

叙利亚当地时间 7日凌晨，美
军就本月 4日发生在叙利亚的化学
武器袭击事件对叙利亚政府军目标
进行轰炸，美俄关系随之降至“冰
点”。普京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
打击是利用臆造的借口对一个主权
国家的侵略。美国则指认俄罗斯帮
助叙利亚政府掩盖化武袭击事件。

特朗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承认
目前美俄关系不和，“可能正处在
历史最低谷”。他说，如果美俄关
系能改善，将是一件好事，但不确
定是否会实现。

就在同一天，正在莫斯科访问
的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先后
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
普京举行会谈。蒂勒森在会谈结束
后表示，当前美俄关系和互信处于
低位，双方应该采取措施阻止双边
关系恶化、恢复互信。为此，双方决
定建立工作组，解决近年来双边关
系中积累的问题，稳定美俄关系。

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特朗普 12 日接受 《华尔街日
报》采访时说，中国不是“汇率操
纵国”，美国政府不会在即将发布
的一份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
纵国”。他指出，近几个月来中国
并未“操纵汇率”。

美国财政部去年 10 月公布的
《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 显
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
伙伴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
平贸易优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
国财政部可能本周公布最新的半年
度《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表示上任
后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不排除耶伦连任

特朗普在《华尔街日报》采访
时还表示，他在考虑下一任美联储
主席人选时不排除让现任主席珍妮
特·耶伦连任。

上任前，特朗普对耶伦多有批
评之声，称她为了帮助奥巴马政府
而保持低利率水平。

特朗普被问到耶伦明年 2月任
期结束后会不会是下一任美联储主
席的“热门人选”。他回答道，耶伦不
是“热门人选”，但自己对她怀有“尊

重”，也希望美联储保持低利率水平。
“我喜欢她，我尊重她”，特朗

普说，但现在考虑是否再次任命
“还很早”。

今年3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
个基点，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还有
两次加息。但从历史水平来看，目
前利率仍处于低位。

耶伦强调，美联储将继续保持
渐进的加息节奏，而货币政策将在
未来几年内保持宽松。

“陡峭学习曲线”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没有从政
经验，对于外交政策，他只是反复
提到确保美国安全、加强军力。美
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美国战略和国
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克里斯廷·沃
穆思认为，特朗普上任后在外交政
策 上 经 历 了 一 个 “ 陡 峭 学 习 曲
线”，如今曲线开始变得平缓。

“他开始对很多问题有了更细
致和深入的理解，”沃穆思说。

同时，路透社认为，特朗普在
一些外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反应
出竞选团队对他的影响在减弱，而
他的态度受到一些不信任俄罗斯的
内阁官员看法的影响，包括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国防部长詹姆
斯·马蒂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
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等人。

特朗普：

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12 日
表示，将向发生暴力拖拽乘客
下飞机的航班全体乘客提供赔
偿，而且美联航今后“不会”
强行要求乘客腾出座位。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惠晓霜

赔偿全体乘客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
尼奥斯在当天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

“早安美国”节目中表示，他观看
保安 9日把美联航航班上一名亚裔
乘客拖拽出飞机的视频后，感到

“羞耻”。他再次对这名乘客及其家
人以及其他乘客表示道歉。

穆尼奥斯表示，美联航将不会
动用安保人员把已经登机入座的乘
客强行带离飞机。“今后这种事将
永远不会再发生，我保证，”他说。

美联航同一天宣布，将因这
起事件向这架飞机上全体乘客提
供赔偿，每名乘客可选择领取与
机票价格等值的现金或获得里程
积分等。

受害人或起诉

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遭机场
保安暴力拖拽的亚裔美籍乘客脸部
明显受伤，嘴角流血。美联社援引受
伤乘客的律师的话说，截至11日，这
名乘客仍在芝加哥一家医院治疗。

这名乘客的律师团队 12 日向
伊利诺伊州一家州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美联航和主管事发机场的芝加
哥市政府保留事发当时监控录像、
飞机驾驶舱语音记录、乘客和机组

人员名单以及其他物证。
这一做法通常是为起诉做准

备。律师团队打算于美国当地时间
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事发后，芝加哥民航主管部门
暂停一名拖拽这名乘客的机场保安
的工作，12 日对另外两名保安采
取了相同措施。

继续超售

暴力驱赶乘客下飞机的视频公
之于众后，在美国内外引发广泛关

注以及对航空公司超售机票做法的
讨论。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 11
日说，美联航暴力驱逐乘客下机事
件“令人困扰”。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接受
《华尔街日报》 采访时说，这是
“可怕”事件。

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和
运输委员会4名委员11日要求穆尼
奥斯和芝加哥民航管理部门主管就
这次事件做出进一步解释；次日，
21 名民主党籍参议员对美联航方
面提出类似要求。

美联航承认，这次事件并非缘
于机票超售，而是4名该公司员工需
要乘坐当事航班准备出勤，因客舱
满员，需要抽取4名乘客腾出座位。

尽管如此，空运商超售机票的
做法成为舆论焦点。一些美国国会
议员呼吁，以新的法律措施进一步
限制空运商超售机票；新泽西州州
长克里斯·克里斯蒂 11 日说，他
已经要求联邦政府叫停机票超售。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埃德·巴斯琴反对完全禁止超售，
称其为业界“正当”做法，关键是
在乘客登机前应做好管理工作。

特朗普也没有对禁止超售表达
支持，而是主张应以不设上限的补
偿吸引乘客主动让出座位。

美联航拟赔偿暴力拖拽航班全体乘客

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13 日电
（记者栾海） 目前层出不穷的水下
无人潜航器均靠电力驱动，当自
带蓄电设备耗尽电能后该怎么充
电呢？为解决这一问题，俄科研
机构已制成部署在海底并有望组
成充电网络的核能充电站。

据俄军工新闻网报道，研制
海底核能充电站是一个要在 2020
年前完成的俄联邦北极开发计划
项目，由红宝石海洋技术中央设
计局与俄未来研究基金共同研制。

据未来研究基金理工研究项
目组主任利特维年科介绍，这种
充电站通常无人操控伺服，其外
形犹如一个小型核潜艇，但不能
自主移动。该充电站内有多个舱
段，分别设有功率达 24兆瓦的一
个核反应堆、涡轮发电机、电能
传输分配设备、蓄电装置、全站
操控系统和向海面发送信息的数
据传输系统。

红宝石设计局的首席设计师
托罗波夫表示，上述充电站的建
站设施和组网装备均由一种长约
18 米、可潜至水下 400 米深处的

微型潜艇运到海底。预计这种充
电站每座可在海底连续自动工作
30 年，每隔 330 天需接受一次人
工维护服务。

据报道，这些充电站的主要
“顾客”是负责勘探海底矿藏、监
测水下油气运输管道的无人潜航
器。此外，俄国防部正主持研制
海底声呐监测网，其主要设备是
探测水面、水下和低掠海面的各
种目标的“和声”潜航器。这是
俄国防部研制的一种由潜艇投放
并回收的水下无人潜航器，多个
这种潜航器可下沉到海底并联网
组站。这种潜航器也需停靠上述
充电站“加油”。

俄未来研究基金新闻处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
海底充电站在抗震、对抗撞击和
防止核泄漏方面均符合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安全要求，在研制结束
后该充电站将交给俄国防部使
用。

该基金目前不能确定国际原
子能机构能否对这一可能用于军
事目的的充电设施进行监督。

俄将部署无人操控
海底核能充电站

新华社平壤4月13日电（记
者程大雨 吴强） 据朝中社 13日
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
日指导了名为“朝鲜人民军特种
部 队 空 降 及 目 标 打 击 比 武 －
2017”的军事比武。

报道说，参加比武的多支部
队进行了轻型运输机空投战斗人
员，打击敌方导弹基地、坦克、
战斗人员等战术课目。

报道说，此次比武旨在检验
特种部队与轻型运输机部队的协
同作战、渗入敌后、实战射击等
能力，以确保这些作战单位在紧
急情况下能完成各种作战任务。

金正恩高度评价比武成果，
认为部队指战员配合良好，并表
示在纪念金日成诞辰 105 周年前
夕成功举行比武，是人民军向金
日成的忠诚献礼。

金正恩指导
朝鲜特种部队比武

新华社马来西亚雪邦4月13
日电（记者刘彤 林昊） 马来西
亚雪邦地方法院 13日对涉嫌在吉
隆坡国际机场杀害一名朝鲜男子
的两名女嫌疑人举行聆讯，两名
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均表示，警方
没有依辩方请求提供监控录像和
几名涉案朝鲜人的陈述等关键证
据，可能影响判决结果。

根据马来西亚司法程序，由
于此案涉及谋杀，当天的聆讯是
由法官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以便
将案件移交给马来西亚高等法院
来审理。

当天早晨 9 时许，法警先后
将印尼籍嫌疑人西蒂·艾莎和越
南籍嫌疑人段氏香带上庭。

西蒂·艾莎的律师表示，辩
方律师请求警方提供与案件有关
的监控录像，但警方一直没有提
供；3 名涉案朝鲜人已获准返回
朝鲜，辩方律师请求警方提供 3
人的证词，但警方没有回应；马
来西亚政府和朝鲜政府此前的谈
判可能已经影响了案件审判的公
正性，尤其是几名关键证人已返
回朝鲜可能导致案件真相难以查
清。

段氏香的辩护律师也表示，
警方不应隐瞒几名朝鲜人提供的
信息，这将导致辩方准备不足；
检方此前同案起诉的另外 4 名朝
鲜嫌疑人仍然在逃，只让两名女
嫌疑人出庭不合理。

朝鲜男子死亡案后续

女嫌疑人律师说
警方未提供关键证据

4月12日，在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人们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的指示牌下走过。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