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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被炸毁
朝鲜：
为反制韩方行为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 16 日彻底炸毁
公报说，朝军正密切关注近期朝韩关系
了位于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鲜韩国联
每况愈下的事态，并已做好充分的备战，
络办公室大楼。
为党和政府采取的任何对外措施提供可
报道说，当地时间 14 时 50 分（北京
靠的军事保障。
时间 13 时 50 分），随着一声巨响，这座四
朝方 6 月 5 日表示，为抗议韩国纵容
层结构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悲惨地” “脱北者”从韩国往朝鲜方向散发反朝传
被炸毁了。
单以及韩国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将关闭
报道还说，朝方有关部门为了顺应
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
民心，让“脱北者”及其“纵容者”付出“犯
9 日朝方又宣布，将切断朝韩间一切通讯
罪代价”，实施了彻底炸毁朝韩联络办公
联络线，要把对南工作全面转换为“对敌
室大楼的反制措施。
工作”。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当天发表新闻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 16 日下午紧急召开国家安保会议商议
相关对策。
2018 年 4 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后发
表《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
朝韩联络办公室是根据《板门店宣
言》协议内容设立的朝韩历史上首个联
络 办 公 室 ，于 2018 年 9 月 正 式 启 动 运
营。联络办公室主要履行朝韩联系与交
涉、政府间会谈与磋商、民间交流与援
助、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等职能。

美国将撤回 9500 名驻德美军
特朗普：
保护德国，他们却拖欠军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5 日宣布，
将把驻德美军减至大约 2.5 万人，
削减人数约 9500 人。
特朗普在多项事务上对德国表示不满，包括德国军费开支“不达标”，对美贸易“占便宜”，与俄罗斯“搞合作”。媒体报道，美方拟
借撤军向德方施压。

吐不满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告诉媒体：
“ 我们
美国国防部今年 3 月的数据显示，大
保护德国，他们却拖欠（军费），这说不
约 3.45 万名现役美军驻扎在德国。美国
通。”按照他的说法，在德国驻军让美方
《华尔街日报》本月 5 日援引多名不愿公
承担“巨大成本”，
“我们将把人数减少至
开姓名的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政府
2.5 万人”
。
计划撤回约 9500 名驻德美军，其中一部
特朗普一直要求其他北约成员国将
分将被部署到波兰和其他盟国，其余人
军费开支至少增至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回国。
2%，以
“分摊成本”
。德国承诺增加军费，
特朗普还指责德国在双边贸易中
军费总额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近年 “占美国便宜”，称德国“在贸易方面对我
来持续升高，
2020 年军费预计将提高至大
们非常坏”，
“ 我对他们想达成的（贸易）
约503亿欧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1.42%。
协议不满意”。

他还不满德国斥巨资从俄罗斯购买
天然气：
“为什么德国付给俄罗斯数以十
亿计美元，而我们却要保护德国免遭俄
罗斯威胁？这怎么行？这样不行。
”
美国政府长期不满德国等欧洲国家
与俄罗斯合作开展“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多次威胁将扩大对项目的制裁。
“北溪-2”项目规划铺设从俄罗斯经波罗
的海海底到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天然
气管道，德国官员先前指出美方制裁违
反国际法。

分歧多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希望以撤军“惩
罚”德国军费支出不达标，同时将驻军去
留作为美国与欧洲贸易谈判的筹码。
近年来，美国与欧洲在多项事务上
龃龉不断。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何塞普·博雷利谈及美欧间重大分歧
时说，新冠疫情暴发之际，多边主义遭美
国质疑，但欧洲认为多边主义比以往任
何时候更为必要。
就特朗普将削减驻德美军一事，德

国驻美国大使埃米莉·哈贝尔 15 日晚些
时候回答记者提问时称，美国在欧洲驻
军旨在保护欧洲和美国安全，同时帮助
美国在非洲和亚洲投送军力。
“这事关系跨大西洋安全，也事关美
国安全，”她补充说，德国政府已经收到
美方关于撤军的通知。多家媒体先前报
道，德方得知美国打算缩减驻军后，多名
政府官员感到
“惊讶”
和
“担忧”。
《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打算撤

军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多名国会议员
明确反对，认为撤军是送给俄罗斯的“礼
物”，因而暂时不清楚撤军计划最终能否
实现。
另外，尽管《华尔街日报》说，美国政
府内部去年 9 月就已经开始讨论撤军计
划，但一些德国媒体依然认为，特朗普决
定撤军是对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5 月
底表示暂不赴美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
“报复”。

俄法院判处美国
“间谍”
16 年监禁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法院 15 日裁
定美国海军陆战队前队员保罗·惠兰间
谍罪名成立，判处其 16 年监禁。美国驻
俄大使谴责俄方判决，
要求立即放人。
法院宣读判决后，惠兰的家人和律
师表示将提起上诉。他们指责俄方判决
不公，带有政治动机。
惠兰将被移送到一座设防级别最高
的监狱服刑。他 2018 年被捕后，俄法院
多次延长对他的审前羁押。
俄方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闭门审
理惠兰一案。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
文先前要求旁听庭审，
遭俄方拒绝。

沙利文 15 日称，俄方并未出示确凿
证据证明惠兰是间谍，对判决结果“我毫
不惊讶，因为这起案件一开始就是朝这
个方向发展的”。
沙利文说，惠兰一案对本就糟糕的
美俄关系“不会产生好影响”。他要求俄
方立即放人。
惠兰现年 50 岁，是一家企业高管，曾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持有美国、英
国、加拿大和爱尔兰护照。他 2018 年 12
月 28 日在莫斯科一家酒店遭逮捕。当
时，惠兰与一名俄罗斯熟人见面，对方给
他一个优盘。惠兰说，他赴俄参加朋友

婚礼，以为优盘内存储假期照片。俄罗
斯联邦安全局指责他从事间谍活动，优
盘内含机密信息，
惠兰被
“抓现行”
。
惠兰称，俄方打算拿他与美方交换
在押人员。俄罗斯政府 2019 年 7 月提议
美国释放俄籍飞行员康斯坦丁·亚罗申
科；作为交换，俄方将释放在押美国公
民。外界当时猜测，俄方可能考虑用惠
兰换回亚罗申科。亚罗申科迄今仍在美
国服刑。
对这一说法，俄外交部笼统回应说，
俄方过去多次向美方提议交换在押人
员，
但没有展开细说。

美国两名黑人
陈尸树上
FBI 督办调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两名黑人男子
的尸体上月末和本月先后在树上被发
现。执法部门 15 日说，联邦调查局等机
构将督办调查这两起案件。
一 名 死 者 名 为 罗 伯 特·富 勒 ，24
岁。有人本月 10 日凌晨在洛杉矶县帕
姆代尔市市政厅附近一座公园发现他
的尸体吊在一棵树上，调查人员在现场
发现绳子和一个背包，初步推定富勒死
于自杀。
另一名死者马尔科姆·哈施 38 岁，
是流浪汉，5 月 31 日在距离帕姆代尔大
约 70 公里的圣贝纳迪诺县维克托维尔
市一个无家可归者宿营地被发现吊在
树上。执法人员同样初步推断他自杀
身亡。
富勒和哈施的亲属和朋友认定他
们没有自杀倾向。富勒的姐姐说：
“我
们想查出真相。他们告诉我们的每件
事都不是真的。我的弟弟不会自杀。”
一名好友描述，富勒是“最好的人”，
“有
最灿烂的笑容”，
“能让两个相互看不顺
眼的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
。
超 过 1000 人 13 日 在 帕 姆 代 尔 集
会，悼念富勒并要求彻查他的死因。一
份网络调查请愿获得超过 20 万人支持。
哈施的亲属说，哈施精神状况没问
题，任何了解他的人都对自杀的说法感
到惊讶。
一些人批评执法部门匆忙下结论，
怀疑富勒和哈施死于种族仇杀。
富勒和哈施之死正值敏感时期。
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上月 25 日在白
人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在美国引发大
规模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
《洛杉矶时
报》报道，
富勒死前数天参加抗议活动。
洛杉矶县治安官亚历克斯·比利亚
努埃瓦 15 日在记者会上承诺“彻底调
查”富勒的死因。
“这次调查显然备受社
会关注，不仅在帕姆代尔，而且在全国
范围，”比利亚努埃瓦说，
“ 我们将查个
水落石出。”
比利亚努埃瓦同时说，将与圣贝纳
迪诺县调查人员沟通，以确定富勒与哈
施死亡是否有共同点。
富勒案验尸官乔纳森·卢卡斯说，
虽然初步结论是自杀，但出于谨慎，将
重新深入调查。
联邦调查局、加州联邦检察官办公
室和美国司法部下属部门将监督洛杉
矶和圣贝纳迪诺两县治安官办公室调
查这两起案件。
比利亚努埃瓦说，调查人员将调看
监控录像、对富勒死亡现场发现的绳子
作法医学分析、调阅富勒的医疗档案、询
问他的亲属和与他最近有接触的人。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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