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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笑指拥
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
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的
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
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
致命的。

1971 年 12 月，正在人民大
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
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
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
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
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
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
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
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
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
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
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
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
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
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
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
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
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
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
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
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
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
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
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
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
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
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

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
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
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
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
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这么
大的国家呀！

1971年 9月 13日林彪乘飞
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
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
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
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

“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
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
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
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
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
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
灭亡之后，原本弥漫着高度紧张
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
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
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
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
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
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
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
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
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不会相
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
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
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
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

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

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
定、乐观。如果从身材长相上
看，周恩来只算是中等个，典型
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
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
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开
始，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
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
远应付自如！而且，他仿佛是专
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
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
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
他的事。

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
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
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
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
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
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
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
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
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
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
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
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
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
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
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了树立和
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
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
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
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

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煤炭
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
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
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
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
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
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
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
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
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

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
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
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
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
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周秉德）
注:本文的作者为周恩来的

侄女周秉德，故文中称周恩来为
“伯伯”。

林彪叛逃死无全尸，
周恩来为何嚎啕大哭？

美国历史学家指出，这是有
史以来首次将前总统的证词作为
研究对象。

在 1972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中，为了盗取对手民主党的竞选
策略，以尼克松竞选班子安全问
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 5
人，乔装打扮成管道工，于当年 6
月 17日夜溜进华盛顿水门大厦
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
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文件时被捕。
由于卷入这桩丑闻太深，尼克松
于 1974年 8月被迫下台，成了美
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离开白宫 10个月后即 1975
年 6月 23日至 24日，尼克松在加
利福尼亚州住宅附近的某处接受
了联邦法院大陪审团关于水门事
件的质询。好辩而精明的尼克松

曾经以为，这份持续 11 小时完
成、长达 297页的秘密证词永远
不会重见天日，然而 2011年 7月
29 日，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罗伊
斯·兰伯斯批准了斯坦利·库特勒
等历史学家的请求，判令启封这
些证词。

11月10日，美国国家档案馆
及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公开了证词
的正式文本，引来美国媒体广泛
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称，尼
克松在证词中将麦科德等人的行
为描述为“愚蠢的，令人难以置信
的非法入侵”。当被迫交代某次
谈话内容时，他明显被激怒了，厉
声说：“我记不清讨论中的那些具
体名字了。如果你们想让我在此
事上撒谎，我很乐意！”

在谈及他的竞选班子成员居

然会窃听对手一事时，尼克松以
挖苦的口吻评价：“我希望陪审团
和特别检察官狠揍我们一顿，因
为很明显，你们事先就已经认定
这是错误的。”

关键的18分钟仍是空白

除了窃听，在 1972年的总统
竞选中，尼克松遭人诟病的另一
处污点，在于指使美国国家税务
局调查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
乔治·麦戈文。

质询中，检察官向陪审团提
交了一份由尼克松手下编纂的民
主党捐款人名单，以及尼克松就
此与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通气
的证据；再加上白宫备忘录中“调
查麦戈文的税务资料”等内容，所
有迹象都表明，尼克松在竞选时
有滥用职权打压对手的嫌疑。

尼克松对类似的指控自然是
一概否认，表示自己只下令调查
了向民主党捐款者的资料，这是
法律允许的。“需要指出的是，我
从来想不起让人调查过麦戈文先
生，我关注的，只是建议调查向麦
戈文捐款的人。”

当时，随着对水门事件调查
的深入，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霍
尔德曼的助手巴特菲尔德也跳出
来爆料：尼克松从 1971年年初，
便让人在白宫办公室里安装了窃
听器。负责调查的特别委员会要
求尼克松交出相关录音，后者非
但不合作，还于 1973 年 10 月 20
日下令免去特别委员会检察官考
克斯的职务，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舆论一边倒地对尼克松大批特

批，甚至将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面对批评狂潮，尼克松一边

负隅顽抗，一边让心腹销毁录音
带上对他不利的内容。结果，他
交上去的录音带大多千疮百孔，
其中一盘录于1972年6月底的带
子，竟然有 18.5分钟的空白。人
们怀疑，正是它记载了尼克松和
下属商谈如何应对水门事件。

对此，尼克松在证词中的解
释是，秘书萝丝·伍兹“不小心”把
录音抹去了，当他得知这一事情
时，“简直要气炸了”。

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声称“已
经想不起自己在被抹掉的录音带
中说了什么”，尼克松仍然清楚地
记得助手亚历山大·黑格曾说过，

“比原先预计的更多的内容被处
理了。”

念念不忘“威胁”检察官

在证词中，尼克松猛烈抨击
检察官“不遗余力地想把他搞下
台”，并指责他们对他和他的对手
采取“双重标准”：“如果我能提最
后一条建议，那就是：采取双重标
准将让你被华盛顿媒体热炒，也
会被乔治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内的住宅区）的权力精英所熟
知。但在另一方面，想想你的孩
子们吧，他们将根据历史记载来
评判你。”

此外，陪审团还询问了尼克
松任总统期间委派5名非职业外
交官一事，这 5人都曾为他捐款
——陪审团的意思很清楚：尼克
松有插足钱权交易之嫌。

尼克松对此嗤之以鼻，据他

说，政治筹款人可以同捐款人讨
论大使职位，却不会承诺让他们
出任大使。“我不记得曾授权别人
出售大使职位，”他如此辩解，还
声称美国历史上“曾有一些优秀
的非职业外交官做出了重大贡
献”，如杜鲁门任命的驻卢森堡大
使珀尔·梅斯塔，“梅斯塔并非是
因为身材丰满才被派到卢森堡去
的，而是因为她确实有出色的贡
献”。

以上只是尼克松证词的部分
重点。美国历史学家指出，这是
有史以来首次将前总统的证词作
为研究对象，它的意义不仅仅在
于内容，也是一窥大陪审团机密
程序的难得机会。（章鲁生）

人物简介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1913－1994），美国政治家，第36
任美国副总统（1953 年－1961
年）与 第 37 任 美 国 总 统（1969
年－1974年）。

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总
统宣布，他已向柬埔寨派遣了美
国作战部队，以摧毁在那个国家
的共产党军队避难所。1972年7
月30日，尼克松败诉,弹劾开始。
1974年，尼克松成为该国历史上
第一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也
是唯一一位辞职的美国总统。尼
克松曾于 1972 年和 1976 年两度
访华，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
和 国 的 美 国 总 统 。 1968 年 和
1972年两度荣登“时代周刊年度
风云人物”。

尼克松“水门”证词重见天日：关键的18分钟仍是空白

林彪和周恩来早年的合影（资料图）

辞职的尼克松在登机离开白宫前，向支持者作出“V”字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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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19日宣布在
霍尔木兹海峡查扣一艘英国油
轮。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海外领
地直布罗陀当局“最高法院”裁
定延长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
轮“格蕾丝一号”。

英伊上演互扣油轮之际，美
国正紧锣密鼓地张罗在海湾等
重要海上通道拼凑所谓“护航联
盟”。分析人士认为，英伊“斗
气”折射美伊“斗法”，美伊矛盾
正逐渐陷入无解之局，因美国对
伊朗极限施压催生的海湾危机
有进一步加剧之势。

反制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19日发表的声明，悬挂英国国旗
的“史丹纳帝国”号油轮在通过
霍尔木兹海峡时未遵守国际海
事法规而遭扣押。油轮已被移
交给伊朗霍尔木兹甘省的港口
和海事机构，以进一步履行法律
程序。

油轮所有者、瑞典的史丹纳
布尔克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回应
说，“史丹纳帝国”号油轮在国际
水域遭不明身份的舰船和直升
机拦截后失去联系，油轮船员包
括印度、俄罗斯、拉脱维亚和菲
律宾人。声明强调该油轮“完全
遵循航行和国际规则”。

伊朗当地时间 20日早些时
候，霍尔木兹甘省的港口和海事
机构负责人表示，“史丹纳帝国”
号曾与一艘伊朗渔船相撞，目前
油轮及其 2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
甘省的阿巴斯港。另据伊朗法
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方面已启
动针对撞船事件的调查。

另外，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
旗的英国公司油轮 19日也在霍
尔木兹海峡遭武装人员上船检
查，但随后被放行。法尔斯通讯
社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这艘油
轮已驶离伊朗领水。

7 月 4 日，直布罗陀当局在
英国海军协助下，以违反欧盟禁
令为由扣押了“格蕾丝一号”。

伊朗方面否认违禁指责，要求立
即释放被扣油轮，并警告英国不
要玩“危险游戏”。7月 19日，直
布罗陀当局“最高法院”裁定延
长“格蕾丝一号”扣押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副所长孙德刚认为，伊朗曾期
待通过协商解决油轮被扣一事，
但直布罗陀当局延长扣押期的
决定无疑刺激了伊朗，扣押“史
丹纳帝国”号油轮是对英国近期
做法的一种反制和报复。

英国政府当天就“史丹纳帝
国”号油轮被扣一事召开紧急内
阁会议。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
亨特表示对伊朗扣押油轮“无法
接受”。他在稍晚接受英国电视
台采访时又说，英国不寻求诉诸
军事手段，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方
式解决此事，但他同时强调如果
事情得不到解决“将有严重后
果”。

孙德刚说，当前的英国政府
处于新首相人选未决的“过渡状
态”，这给了伊朗采取反制行动
的时机。在伊朗看来，英国不可
能在当前阶段通过军事手段解
决危机。

升级

过去两个月来，海湾地区发
生多起油轮和商船遇袭、遭拦

截、被扣事件。英国航运商会首
席执行官鲍勃·桑吉内蒂说，此
次事件标志着海湾局势严重升
级，“商船迫切需要更多保护”。

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 19
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向包括日
本在内的多国驻美外交使团披
露了在海湾地区组建所谓“护航
联盟”的“海洋安全保障构想”。
根据这一构想，“护航联盟”的海
上力量将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
曼德海峡、阿曼湾等航道要地。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厄
尔·布朗 19日表示，伊朗扣船事
件发生后，美国加强了对霍尔木
兹海峡的空中巡逻，“更多巡逻
机正在相关国际水域上空监控
局势”。

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国防
部 19日宣布接受在沙特境内驻
扎美国军队。这是美军时隔 16
年再次进驻沙特。沙特方面
称，此举旨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
定。

孙德刚认为，此次伊朗和英
国的扣船争端升级，可能有利于
美国对伊朗构筑包围圈。美国
政府将以“伊朗破坏海上石油运
输线安全”为借口，加快推动组
建“护航联盟”，构筑战线。随着
各方继续升级对抗姿态，未来海
湾地区紧张局势恐将进一步加
剧。

伊朗英国互扣油轮
海湾局势再添阴云

新华社拉姆安拉7月20日
电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20 日
重申，巴方反对美方提出的所谓
推动解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
议”。

当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
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在约旦
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举行会
议。阿巴斯在会上说，巴方的立
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巴方不会接
受“世纪协议”，也反对上个月在
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经济研
讨会。

阿巴斯在会上还谴责以色
列扣减部分向巴勒斯坦转交的
代征税款的行为。他表示，如果
以色列没有全额转交，巴方将拒
绝接收不完整的税款。

同时，阿巴斯对以色列方面
日前在耶路撒冷老城进行考古
挖掘进行了谴责。他说，以方在
被占领土上进行挖掘是“非常严

重”的行为，“我们绝不允许以色
列人损害巴勒斯坦的永久首
都”。

巴以和谈自 2014年起陷入
停滞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
任后，开始酝酿所谓的“世纪协
议”，希望以此推动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实现最终和平。巴方认为该
方案有损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多次表示不会接受这一协议。
今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美

国和巴林合办的题为“和平促繁
荣”的经济研讨会在巴林首都麦
纳麦举行。美国总统高级顾问
库什纳在会上推介美方所谓推
动解决巴以问题“世纪协议”的
经济方案。巴方拒绝出席这一
会议。

巴勒斯坦总统
重申反对美方的“世纪协议”

新华社基辅 7 月 21 日电
当地时间21日上午8时，乌克兰
全国各地投票站同时开门迎接
选民前来投票，选举第九届乌
克兰最高拉达（议会）。

此次议会选举原定于 10月
27日举行。由于人民阵线党 5
月 17 日宣布退出议会执政联
盟，第八届议会执政联盟宣告
分裂。5月22日，乌新总统泽连
斯基签署命令，宣布解散议会，
并定于 7月 21日举行新一届议
会选举。

根据乌选举法，乌议会选
举每五年举行一次，采取混合

选举制。本次议会选举将选出
424个议席，其中 225个议席由
党派依据得票率进行分配，剩
余议席从全国 199个单席位选
区中选出。

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
公布的数据，本次议会选举中，
乌合法选民约 3000万，全国各
地设有 2.99 万个投票站，另有
102 个投票站设在国外。1700
多名国际观察员将全程监督选
举过程。

全部投票工作将在当地时
间21日晚20时结束。选举最终
结果将于8月5日前宣布。

乌克兰开始举行议会选举

土耳其外交官在伊拉克
遇袭案主要嫌疑人被抓获

新华社巴格达 7月 20 日
电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库
区）政府20日说，库区反恐部
队当天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市
逮捕了数天前一名土耳其外交
官遇袭事件的主要嫌疑人。

库区政府发表声明说，经
过大规模搜查，库区反恐部队
逮捕了17日埃尔比勒枪击案的
主要嫌疑人。有关此次事件的
搜捕行动还将继续，直到抓获
所有涉案人员并将他们绳之以
法。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被捕

的嫌疑人名为马兹卢姆·达
格，20多岁，是出生于土耳其
的库尔德人。枪击事件发生
后，库区反恐部队通过监控录
像确认了其头像，并发出通缉
令。

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市一家
餐馆17日发生一起枪击案，一
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对餐馆内的
就餐者开枪，包括一名土耳其
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外交官在
内的两人当场身亡，另有一名
伤者随后在医院死亡。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21日
电 巴基斯坦西北部德拉伊斯
梅尔汗地区21日发生两起针对
警方的袭击事件，6名警察遇袭
身亡，另有多人受伤。

警方说，第一起袭击发生
在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区一处警
方检查站。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袭击检查站，造成 2 名警察丧
生、多人受伤。武装人员随后
逃离现场。

第二起袭击发生在收治前
一起袭击受伤人员的医院。伤
员被送至当地医院接收救治
时，1名袭击者在医院入口处引
爆身上爆炸装置，造成4名警察
丧生、多人受伤。

据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塔

利班宣称同袭击有关。但巴基
斯坦政府对此并未证实。

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处巴基
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
省，曾是非法武装人员藏身的
主要地点。

新华社柏林 7 月 20 日电
德国日前公布了新一批“精英
大学”名单，共 10所大学和 1个
大学联盟入选。它们将从今年
11月起接受政府每年共 1.48亿
欧元、长达7年的特别资助。

“精英大学”由德国联邦和
各州教研部部长以及国际专家
组成的委员会评选出，新名单
包括：亚琛工业大学、波恩大
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汉堡大
学、海德堡大学、卡尔斯鲁厄理
工学院、康斯坦茨大学、慕尼黑
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蒂宾根
大学，以及由柏林洪堡大学、柏
林自由大学、柏林工业大学组
成的“柏林大学联盟”。

为加强德国高校科研能
力，德国联邦和州政府 2005年
启动“精英计划”，对德国大学
中的重点科研力量等评选“精
英集群”，并进一步评选“精英
大学”，对它们进行资助。该计

划于 2016 年升级为“精英战
略”。

在“精英战略”框架下，德
国去年 9月评选出了新一批 57
个“精英集群”，分布在德国 34
所高校中。其中负责至少 2个

“精英集群”的大学或至少 3个
“精英集群”的大学联盟，有资
格参评新一批“精英大学”。

新一批“精英集群”已从今
年年初开始接受每年共 3.85亿
欧元、同样为期7年的资助。“精
英集群”和“精英大学”所获拨
款由联邦政府和大学所在州政
府分别承担75%和25%。

德国“精英大学”的评选结
果并非永久性，新一批入选大
学将在7年后接受评估，以决定
其是否满足继续获得资助的条
件。

德国曾在 2006 年、2007 年
和 2012年先后评选过三批“精
英大学”。

德国公布新一批“精英大学”名单

巴基斯坦发生袭警事件
致6名警察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