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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11日
电 一支载有中国公民的车队 11
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
达尔本丁地区遭自杀式炸弹袭
击，3名中国人和3名当地安保人
员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说，当天上
午，一支运送中国企业员工的车
队在前往达尔本丁地区的机场
途中遇袭，一自杀式袭击者在车
队附近引爆爆炸物，造成车队中
一辆大巴受损，车上 3名中国人
受伤，另有 3名当地安全人员受
伤。

据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介
绍，遇袭车队中共有18名中国公
民。目前，他们已乘飞机抵达卡

拉奇，其中3名伤者伤势较轻，无
生命危险。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事件，同时
向中巴双方受伤者表示深切慰
问。中国驻巴大使馆和驻卡拉
奇总领馆要求巴方查明事件真
相，严惩肇事者，并采取措施确
保在巴中国机构和公民的安全。

“俾路支解放军”在网上发
布消息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目前，当地安全人员已封锁
事发区域并展开调查。巴外交
部新闻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
声明，强烈谴责袭击事件，并表
示巴基斯坦毫不畏惧此类“卑鄙
的恐怖主义行径”。

新华社华盛顿8月11日电
今年 8月 12日是美国弗吉尼亚

州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骚乱
一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 11日
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表示，他
谴责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呼吁
国家团结。

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一
年前的夏洛茨维尔骚乱导致毫无
意义的死亡和分裂，作为国家我
们必须走到一起。我谴责所有形
式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动。”

去年8月12日，来自全美多
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
子等在夏洛茨维尔举行“联合右
翼”示威集会，与抗议他们的人
群发生冲突。集会被警方驱散
后，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
撞抗议人群，造成一死多伤。另
有两名州警在空中巡逻时因直升
机坠毁身亡。

美国朝野普遍认为，这是一
场“白人至上”集会引发的骚
乱，纳粹口号、旗帜及三K党标
识的大量密集出现，令许多美国
民众感到震惊。特朗普因声称极
右分子和抗议他们的人群“双方
有责”，引发巨大争议和广泛批
评。

日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批准去年极右集会发起者的申
请，准许他们 12日在白宫北侧
的拉斐特广场举行约 400人参加
的“联合右翼 2”集会。一些团
体当天也将在白宫附近组织抗议
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更大规模
集会。华盛顿特区警方表示，当
天将封闭相关道路，隔离极右集
会参加者和抗议他们的人群，以
避免发生和去年类似的冲突。弗
吉尼亚州和夏洛茨维尔市也分别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调动警力防
止极端分子滋事。

新华社雅加达8月12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中心 12日
说，印尼东部巴布亚省一架载有
9人的失联小飞机当天上午被发
现已坠毁，机上8人死亡，另有一
名12岁的少年幸存。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在其官
方推特上说，失事飞机当地时间
11日 13时 42分从巴布亚省波文
迪哥尔县的丹那美拉机场起
飞，预计于当天 14时 20分降落
在宾唐山县的奥克锡比尔机
场，但在 14时 17分与地面失去
联系。

目前幸存少年已被送往奥
克锡比尔地方医院，所有遇难
者遗体也被送往该医院接受身
份验证。印尼交通部发言人班
邦·埃尔万此前对记者说，失联
飞机上有 2 名飞行员和 7 名乘
客。

印尼巴布亚地区多山，再
加上气候恶劣，航空事故时有
发生。2015年8月，印尼特利加
那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巴布亚
省山区坠毁，机上 54人全部遇
难。

巴基斯坦一载有中国人的车队遇袭
6人受伤

“白人至上”骚乱周年

特朗普
谴责种族主义

这是8月11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达尔本丁地区拍摄的
车队遇袭现场。

印尼载9人小型飞
机坠毁致8人死亡
12岁少年幸存

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电
有史以来飞得最快的航天器美国

“帕克”太阳探测器12日升空，正
式开启人类历史上首次穿越日冕

“触摸”太阳的逐日之旅，这也将
成为迄今最“热”的太空探测任
务。

美国东部时间12日3时31分
（北京时间12日15时31分），“德
尔塔4”重型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
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腾
空而起，搭载着小汽车大小、重约
635千克的探测器直入云霄。

美国航天局说，“帕克”将在
未来7年内环绕太阳飞行24圈，
并在金星引力的帮助下调整轨道
逐渐逼近太阳，最终抵达距离太
阳表面约 610万千米的地方，成
为有史以来最靠近太阳的航天
器。人类此前距离太阳最近的一
次飞行任务由德美两国研制的

“太阳神2号”探测器于1976年完
成，当时距离太阳表面约4300万

千米。
“帕克”外部采用厚度约11．

4厘米的碳复合材料防热罩，可抵
御近1400摄氏度的高温，使探测
器内部在保持约 30摄氏度的环
境下正常工作。当飞抵最接近太
阳的地方时，它的飞行速度将高
达每小时70万千米，成为史上飞
得最快的人造物体。按这种速
度，只要一分钟就能从华盛顿飞
到北京。

作为第一个将直接从位于太
阳大气最外层的日冕中穿越的探
测器，“帕克”将使人类能够近距
离测量太阳外层空间的电场和磁
场，研究日冕物质抛射的物理机
制，从而更准确地预测太阳风暴
对人类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

“帕克”探测器以91岁高龄的
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这位美国
物理学家曾于 1958年预测了太
阳风的存在，这也是美国航天局
首次以还在世的科学家命名探测

项目。探测器内还搭载了一枚微
芯片，记录有从全球征集的超过
110万人的姓名，它们将与科学仪
器一道飞向太阳系的中心。

如果一切顺利，探测器将于
今年11月第一次抵达近日点，并

从12月开始传回相关数据。
“太阳日冕是太阳系中最后

一批尚未有航天器造访过的地方
之一，”“帕克”探测器项目科学家
亚当·绍博在一份声明中说，“它
给我一种探险家的兴奋感。”

新华社安卡拉8月12日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美国《纽
约时报》11日刊载的文章中警告
美国不要铤而走险，继续做出威
胁两国关系的举动，否则土耳其
将寻觅“新的伙伴和盟友”。此前
一天，美国宣布对土耳其提高钢
铝关税，导致土耳其货币里拉暴
跌。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突袭
式”加税对本已困难重重的土耳
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令土美紧
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土耳其政府
面临缓和外交矛盾以及解决经济
问题两大挑战。

美国发动“经济战争”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
他已下令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
进口关税提高一倍。特朗普把这
一举措归因为“我们（美国）与土
耳其的关系不好”。白宫方面说，
针对土耳其的钢铝关税翻番决定
将于8月13日生效。

当天，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
率跌幅达17%，今年以来跌幅累
计超过40%。里拉对欧元和英镑
等国际主要货币汇率也大幅下
跌。

10日下午，埃尔多安在土耳

其东北部城市巴伊布尔特发表讲
话，称土耳其面临“经济战争”，号
召全国人民保持镇定，把“家中枕
头下的美元、欧元和黄金都换成
土耳其里拉”。然而，这番讲话并
没能止住里拉的跌势。

作为中东经济大国和重要新
兴经济体，土耳其里拉在一天之
内呈两位数暴跌可谓惊心动魄，
拖累欧美主要银行股也出现大
跌。

里拉汇率加速下行引发国际
市场对里拉前景的担忧。高盛此
前警告，如果里拉汇率持续下行，
土耳其银行业将面临资本受侵蚀
的风险。

土美关系前景堪忧

舆论认为，美土双方至今未
就释放被土方羁押的美籍牧师布
伦森一事达成和解，是特朗普政
府决定提高土钢铝产品进口关税
的直接原因。土耳其会否在布伦
森案上同意美方的要求，值得关
注。

土耳其分析人士认为，目前
埃尔多安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
金融市场，为此可能不得不与美
方达成妥协。考虑到国内一些民
族主义者的情绪，土耳其可能不

会直接释放布伦森，而会作出某
种形式的让步。

此外，土耳其与美国在北约
框架内的盟友关系暂时不会受到
实质影响。近年来，虽然土耳其
与西方分歧增多，同时与俄罗斯
关系回暖，但在军事、经济等领
域，土耳其依然更多有求于欧美
大国。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发
表的文章也强调，土美长期以来
一直是北约盟友。

不过，美土关系走出阴影并
非易事。土分析人士指出，除布
伦森案以外，土美之间需要解决
的矛盾还有很多，包括引渡宗教
人士居伦、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
合法性、土向俄罗斯购买武器等
问题。

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戴维·波洛克接受记
者采访时指出，特朗普的加税决
定将让美土关系陷入以牙还牙的
恶性循环。美土应是盟友而不是
敌人，美国这么做会损害北约内
部的盟友架构，让双方关系陷入
困境。

政府执政面临挑战

土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里拉
大跌的导火索是土美矛盾升级，

但高通胀、高外债等宏观经济问
题是导致里拉“跌跌不休”的深层
次原因。

土耳其官方数据显示，土耳
其 7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5.85%，涨幅创近 14年来新高。
今年第一季度，土耳其外债总额
达4667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52.9%，美国加息和美元强势进
一步推高了土耳其偿债成本。此
外，今年上半年土耳其经常账户
赤字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增长。

截至记者发稿时，土耳其政
府尚未公布实质性的救市措施。
土耳其民众对政府的失望情绪有
所上升。一名在安卡拉市中心贩
卖手工艺品的商贩说，自己在 6
月大选中支持了正义与发展党及
埃尔多安总统，因为当时埃尔多
安承诺阻止里拉贬值，但仅仅过
了一个多月里拉又出现大幅下
滑，令人失望。

有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
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之所以
能长期执政，较大程度要归功于
显著的经济成就，土耳其社会的
多数阶层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如何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解决
通胀、货币贬值和失业等问题，关
系到埃尔多安政府的执政前景。

“帕克”是有史以来最靠近太阳的探测器

人类首个“触日”探测器升空
开启史上最“热”太空任务

“经济战争”临头，土耳其会不会向美国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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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有名的
照片之一：总统当选人哈里-杜
鲁门得意扬扬地露齿而笑，手中
举着一份《芝加哥论坛报》，其醒
目的大标题日：杜威击败了杜鲁
门。专门搜集历史镜头的人士花
费了高达 900美元的金额购买这
份预测失败的珍宝。

托马斯·杜威在那次总统选
举中当然并未击败杜鲁门。《芝加
哥论坛报》犯了相信民意调查资
料的错误。因为民意测验显示，
杜鲁门赢得胜利的机会微乎其
微。选举前一天，盖洛普民意测
验预测，杜威将赢得 49.5%的选
票，而杜鲁门只有 44.5%。盖洛
普·克罗斯利民意测验得到的几
乎是同样的结果。埃尔摩·罗珀
民意测验显示的预测更令人印象
深刻，杜威的选票为 52.2%，杜鲁
门的选票则为37.1%。

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从头
来捋一捋这场反转大选从开始到
结束都经历了什么。

一

1948年 6月，共和党人兴高
采烈地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
会，提名托马斯·E·杜威为总统
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
沃伦为副总统候选人。由于新政
已经深入人心，反共宣传当时得
到广泛支持，共和党的竞选纲领
不得不赞同新政的改革结构，当
然也赞同杜鲁门的冷战外交政
策。它支持反劳工的塔夫脱一哈
特莱法，许诺改善居民生活，进一
步减税，制订更多的民权、住宅和
福利立法，还要求就业机会均
等。总之，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和
民主党的没有多少不同。

相反，1948年7月，执政的民
主党人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
会。会议充满着悲观、阴郁的气
氛。由于找不到其他适当的总统
候选人，最后才提名杜鲁门，并选
择参议院临时议长艾尔本·巴克
利为副总统候选人。

杜鲁门在华盛顿当他的第一
任参议员时，受到大家的尊敬和
拥护，但还算不上什么新闻人物。

1940年，他为了竞选连任遇
到了一场艰苦竞争。后台老板彭
德格斯特已经垮掉(“大汤姆”在
1939 年因逃税及敲诈罪被判刑
监禁并死于狱中)。主要挑战来
自一位颇有名气的民主党州长。

杜鲁门拒绝富兰克林·罗斯福
劝他退出的建议，自己孤军奋战。
他不辞辛苦地到密苏里州各地去
拉选票，终于以微弱多数当选。

针对战争期间在军事动员和
军火生产中存在的腐败无能情况，
杜鲁门愤怒抨击，遂被任命为专门
调查该情况的委员会的主席。他
很快便揭露出大量丑闻，杜鲁门委
员会成了头版头条新闻。

杜鲁门的名望在 1946 年和
1947 年间的民意测验中持续下
降，他变成了人们恶意嘲弄和讥
讽的对象：“弄错的就是杜鲁门。”

“如果杜鲁门还活着，他会干什么
呢？”“不要攻击我们的钢琴演奏
家，他正在做他所能做的最漂亮
的事呢。”

到 1948年，民主党领袖们在
物色人选来取代杜鲁门竞选总
统，而共和党人则在满怀信心地
期待着在 11月份大选后接管白
宫，甚至连杜鲁门的岳母也认为
让杜鲁门竞选连任不过是浪费时
间。

二

就在这年 7月底，民主党的
左翼在费城开会，组成美国进步
党，提名亨利·华莱士为总统候选
人，爱达荷州的国会参议员格伦·
泰勒为副总统候选人。进步党的
竞选纲领要求“和平自由和繁
荣”，重点是谴责杜鲁门政府的冷
战外交政策，主张美、苏和平合
作，要求逐步实现基本工业国有
化，取消塔夫脱一哈特莱法，结束
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如果杜鲁门被提名，”报业
辛迪加的专栏作家说，“那他将被
迫发起现代历史上最孤独的竞
选。”

当杜鲁门出现在民主党的会
场时，他的支持者们从一个用鲜
花扎成的自由之钟里放出 50只
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但其中一
只正撞到了阳台上，坠地而死。

“一只死鸽！”一位代表抬头看着
杜鲁门大声嚷道。

当民主党人们在实在没有其
他选择的情况下，最终以任命杜
鲁门为候选人为结果结束了大会
后，福琴竟宣称道：“共和党人现
在已经胜利在望。而另一个政党
将会发生什么，拭目以待吧。”

杜鲁门的勇气被唤起了。他
完全肯定地相信自己会胜利。他

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近乎咆哮的
演讲，他让被共和党人控制的议
会继续回去处理通货膨胀和住房
危机。他还计划了一次周游全国
的旅行，并希望可以在这次旅行
的所到之处痛斥共和党议会。副
总统候选人阿尔本·巴克林对他
说“把共和党人打倒！”杜鲁门对
其许诺说“我会让他们下地狱
的！”

杜鲁门在演讲中数述了历届
民主党政府对农民和劳工的好
处，把民主党描绘为代表“普通老
百姓”的党；他详细列举了在共和
党控制下国会所遭到的种种失
败，指责共和党是为少数特权人
士谋私利的党。在演说将告结束
时，他采取第1项战术行动：宣布
在7月26日——密苏里州称之为
芜菁节的那天，召开第80届国会
特别会议，要求共和党人通过他
们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表示赞成
的立法。共和党人陷入极端被动
的地位，认为总统召集这次国会
特别会议是滥用职权。

果不出杜鲁门所料，两个星
期过去了，特别会议没有通过一
项立法。从而在美国公众面前表
明：共和党人言而无信，共和党的
竞选纲领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

杜鲁门采取的第2项战术行
动，就是横越全国的竞选旅行。
1948年，几乎 90%的美国报刊和
电台反对杜鲁门，支持其他候选
人，民意测验机构一再预言杜鲁
门将在 11月大选中失败。为了
遏制民意测验和报界的虚假宣传
所散布的悲观气氛，杜鲁门决定
旅行全国各地，直接对人民说话。

杜鲁门每到一处，都会以奚
落和嘲笑的方式来攻击共和党
人。“当我在七月份的时候让他们
回来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们在做什
么？”他大呼道。“他们什么都没
做！议会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
情。如果共和党赢了，他们会将
你们撕成碎片的。”

他旅行 31700 英里，在横贯
全国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发表了
356篇演说，听众估计达 1200万
人。他尽力采用“置之死地”的策
略，严厉批评“无所事事”的第 80
届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
国会”；指责“共和党人贪婪成
性”，“迷恋特权”，“抬高物价，把
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在
农场主背后刺进了一把禾叉”。

他把杜威称作“法西斯分
子”，把自己标榜为美国自由主义
传统的忠实继承人，极力主张大
胆恢复进步主义的政策。

显然他的演讲很渲染人心，
在芝加哥的听众中有人大喊道

“让他们去死吧，哈里！”杜鲁门大
声回应他：“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
你，共和党的威风只是临时的，我
们将会赢得大选的胜利！”但是没
有人相信他。她的女儿说，当杜
鲁门宣布他的威信将席卷全国的
时候，记者们“歇斯底里地大笑
着”。编辑、专栏作家、广播评论
员、政治专家以及职业民意测验
家们都预言杜威会取得压倒性的
胜利。在大选前夕，一个杂志封
面这样写着：“杜威成为总统后将
会怎样做。”另一家杂志刊登了一
张杜威及其夫人坐在小船中的照
片，并注释：“美国下一任总统乘
轮船跨越广阔的海域，从旧金山
海湾而来。”

三

杜鲁门的四处演讲起到了作
用。通过宣传废除塔夫脱一哈特
莱法，重新赢得劳工的支持；通过
支持新的民权立法，赢得大多数
黑人的支持；他答应维持农业繁
荣的纲领，赢得中西部和边境各
州农民的支持。

反之，杜威的演讲则越来越
枯燥，说的话也都是假大空，基本
是赞扬美国“繁华热闹的城市”和

“肥沃富饶的平原”，民生社会等
问题一律避而不谈，显得高高在
上一点都不接地气。也许此刻的
杜威觉得胜券在握，演讲不过是
走个形式。

在 11月 1日，竞选的当天晚
上，第一轮投票统计显示杜鲁门
领先。“但是这只是暂时的领先，”
一位广播评论员解释说。“他不会
赢的——他暂时领先的局面即将
结束。”但是，时间慢慢过去，杜鲁
门仍旧持续领先。

然而，到了午夜的时候，广播
评论员 H·V·卡登朋对着空气
说：“杜鲁门先生仍然领先，但是

这只是少数几个城市的投票统计
而已。当全国各地的投票都结束
后，我们就会看到杜威取得压倒
性的胜利。”随后，传来了杜威在
纽约获胜的消息。

这里还有一段小趣闻。杜鲁
门一位堪萨斯市的朋友汤姆·埃
文斯在他位于密苏里州埃克塞尔
西厄的旅馆中给他打电话，告诉
他必须争取俄亥俄州、伊利诺斯
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民众的选票才
能够胜利。“汤姆，”杜鲁门说，“不
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要睡觉
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埃文
斯喊道。“就是那个意思。”杜鲁门
说。“我将要去争取那三个州的选
票了，所以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了。我将会在早上八点的时候就
搞定。”

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杜鲁门
的一位情报人员闯进他的卧室，
让杜鲁门立刻收听卡登朋的广
播。杜鲁门打开收音机，听到了
自己以二百多万票的成绩领先，
但是卡登朋仍坚持着：“我无法想
象他当选总统。选举的结果将由
议院决定。”

在上午 11：14 的时候，杜威
输掉了选举。杜威对自己的失败
感到十分惊讶。他后来说，他感
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人在醒来后发
现躺在棺材里，身边有一支百合
花，然后想：“如果我是活着的，那
么我躺在这里干什么？如果我已
经死了，为什么我还有想去厕所
的冲动呢？”而杜鲁门此时为自己
的险胜已经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在去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
看到那份《芝加哥论坛报》，也
就是前面提到的报纸头条大字标
题为“杜威战胜了杜鲁门”。于
是他留下了那张经典的照片。他
还以模仿卡登朋的对于断断续续
听到的竞选结果的预言为乐。

更有趣的是，回到首都后，
他发现《华盛顿邮报》报社的前
面写着一句话：“总统先生，当
你决定要从事总统职务的时候，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丢尽脸
面。”（一本）

1948年的美国大选：投票前都说
杜威赢定了，结果杜鲁门翻盘！

杜鲁门获胜后得意扬扬地露齿而笑

杜威（中间）的竞选活动，标语赫然写着“欢迎杜威，我们的下一任
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