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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经济上互利共赢、相互帮助，
治国理政上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双方
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
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将坚定支
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走符合本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道路，相信古巴人民在劳尔
同志、主席同志等古巴领导人坚强有力
的领导下，一定会与时俱进、开拓进取、
团结奋斗，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
方赞赏古方长期以来为推动中国同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和重
要作用，愿同古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保持密切协调。中方欢迎古方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规划好经贸、能
源、农业、旅游、生物制药等重点合作领
域和项目，稳步向前推进。主席同志刚
刚在上海参观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中方欢迎古方利用好这一平台，扩
大对华出口。中国同古巴开展合作，秉
持正确的义利观，能支持的，我们一定会
支持。我们要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
革发展等方面相互学习借鉴。要加强人
文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
人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将其转化为深
化中古关系的持久动力。

迪亚斯-卡内尔首先转达了劳尔·卡

斯特罗第一书记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
候和良好祝愿。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
巴是西半球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古方为此深感骄傲。古巴人民对中国人
民始终怀有友好感情，感谢中国一直支
持古巴的正义事业，对古巴提供了宝贵
帮助。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去世时，
习近平主席亲赴古巴驻华使馆吊唁，令
古巴人民深受感动。古巴新一代领导
人会矢志不移地不断巩固和加强两国
同志加兄弟般的传统友谊。古中关系
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信互利的基础之
上，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也一

定能经得起未来的任何挑战。古巴钦
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古巴党高
度赞同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发展理念，愿
学习借鉴，更好地推进国内经济社会模
式更新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古中双
方要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和政治对话，加
强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在
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有关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
迪亚斯-卡内尔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
白玛赤林、王毅、夏宝龙、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

合力推动中古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习近平会见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 8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习近平指出，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系发

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对此不会忘记。40多年来，中美关系
历经风雨和坎坷，但总体保持稳定前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着中美关系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
向前发展。我和特朗普总统约定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
晤，双方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要有准确的判断。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涉华消极声音增多，值得关注。中国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仍然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
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美
方也应尊重中方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同
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基辛格表示，很高兴在美中关系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时刻再次
来华并见到习近平主席。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中，我多次访华，亲
眼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当前形势下，美中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
至关重要。我高度评价中方为此所作努力。发展美中关系需要战
略思维和远见，美中双方要更好地相互理解，加强战略沟通，不断
扩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向世人表明美中共同利益远远大于
分歧。希望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
会期间举行的会晤顺利成功。

王毅参加会见。

记者争话筒 白宫罚禁入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7日确认，白宫禁止一名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入内，理由是他与一名白宫女实习生
“争抢”话筒。

话筒“事件”发生在白宫记者会上，这名记者接连提问，让白宫
主人不耐烦。

7日记者会上，吉姆·阿科斯塔提问，随后手持话筒，执意跟
进提问。

一名白宫女实习生试图拿走话筒，阿科斯塔没有放手。实习
生与阿科斯塔的胳膊一度交织在一起。

美联社报道，这一过程短暂。拒绝放开话筒时，阿科斯塔说了
一句“对不起，女士”。

这以前，针对阿科斯塔试图跟进提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以“就这样吧”答复，同时示意工作人员拿走阿科斯塔手中
的话筒。

几个小时后，桑德斯告诉媒体记者，暂时停止阿科斯塔进入白
宫的许可。

CNN在一份声明中说，白宫是在报复阿科斯塔带有挑战意味
的提问。

阿科斯塔当天先是问既然中美洲非法移民距离美国边境还有
一段距离，总统为什么将这批人定义为“入侵者”，随后坚持就总统
2016年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方面串通的“通俄”调查发问。

CNN的声明说：“桑德斯作虚假指认，说了一件根本没有发生
的事情。白宫前所未有的（处罚）决定是对民主的威胁。我们全力
支持阿科斯塔。”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洛杉矶11月8日
电（记者 高山 谭晶晶）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南 部 文 图 拉
县警方 8 日凌晨说，7 日晚
发 生 在 该 县 的 枪 击 事 件 已
造 成 包 括 枪 手 和 一 名 警 官
在内至少 13 人死亡，另有至
少 10 人受伤。

文图拉县警方官员说，当
地时间 7 日晚 11 时 20 分左
右，一名枪手进入该县绍森
欧克斯市的一家酒吧，投掷
烟幕弹并向人群开枪射击。
大批警员迅速赶到现场并与
嫌犯交火，一名有 29 年警龄
的警员罗恩·黑卢斯身中数
枪不治身亡。

该名枪手随后在与警方
交火中死亡。警方尚未公布
枪手身份和动机等信息。

有目击者表示，事发时酒

吧内有数百人，很多是附近大
学的学生。枪手开枪后，很多
人仓皇逃出，还有人躲在洗手
间等地方。

从酒吧中逃出的亲历者玛
迪逊·卡明斯告诉新华社记者，
她当时正和几个朋友在酒吧
里，枪手留着胡子，黑色短发，
身穿黑衣，手持一把黑色手枪
开始射击。“开始的时候我还以
为是有人开玩笑，因为音乐并
没有停下来。但是我随后发现
他真在开枪射击，我们完全崩
溃了，慌忙俯身躲避。”

卡明斯说：“当枪手继续
移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的时
候，我急忙站起来从门口冲了
出来。我的室友跟着我一起
逃了出来。”

绍森欧克斯市位于洛杉
矶市区以西约65公里。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打算纪念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获胜元帅菲利普·贝
当。贝当二战期间充当纳粹
德国傀儡政府元首，马克龙因
寻求纪念“叛国者”挨批。

马克龙打算在 11 月一战
结束 100周年之际，悼念当年
功勋人物。他 7日在东部城市
沙勒维尔－梅济耶尔说：“我
认为向那些带领我军获胜的
元帅致敬完全合理……贝当
元帅是一战伟大战士。”

贝当一战期间带领法军
击退德军，取得凡尔登战役胜
利。凡尔登战役是一战转折
点，法德军队鏖战 10个月，双
方死亡人数超过 30万。一战

后，贝当一度成为法国民族英
雄，许多城市、城镇以他的名
字命名。

不过，贝当二战期间出任
法国维希政府元首，成为纳粹
德国的傀儡，配合纳粹德国对
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二战
结束后，法国最高法院以通敌
罪判处贝当死刑。前总统夏
尔·戴高乐随后为他减刑为终
身监禁。贝当 1951 年死于狱
中，终年95岁。

马克龙告诉媒体记者，提
议纪念贝当不是宽恕他的二
战罪行，而是确保法国人准确
铭记历史。“我不原谅但也不
抹去任何历史。”他说，“我始
终与反犹太主义斗争。”

马克龙纪念贝当的打算招
致法国犹太团体、反对党和社
交媒体网友批评。法国犹太人
协会主席弗朗西斯·卡利法特
说，法院判定贝当“不配做法国
人”，纪念这种人“令人震惊”。

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服
的法国”运动党首让－吕克·梅
朗雄在社交媒体写道：“贝当是
叛国者、反犹分子。他的罪行
和背叛不能从历史中抹去。
马克龙，这次，你太过分了。”

马克龙办公室 7日晚些时
候“灭火”。总统府爱丽舍宫
一名官员说，官方只悼念埋葬
在巴黎荣军院的 5名元帅，“贝
当不在11月 10日纪念之列”。

新华社特稿

波音发布有关
印尼失事飞机声明

新华社华盛顿11月7日电（记者 周
舟）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 JT610航班
10月 29日坠海，由于失事飞机是美国波
音公司生产的 737 MAX型客机，波音公
司6日发布声明回应了有关该型号飞机存
在问题的说法。

声明说，印尼方面称该航班所用波音
737 MAX飞机上某个迎角传感器出现了
问题。

迎角是一个重要的飞行参数，飞机必
须在一定的迎角范围内飞行，否则可能有
失速的风险。迎角传感器是测量飞机迎
角的装置。

波音公司说，针对上述说法，波音已
经发布了一份面向飞机操作人员的公告，
指导他们在遇到迎角传感器出问题时，应
如何根据程序操作。

声明还说，对狮子航空公司JT610航班
空难的调查还在进行，波音公司将全力配合
调查，根据有关方面的需要而提供技术支持。

波音737 MAX是波音737的衍生机
型，目前全世界许多航空公司都在使用这
种飞机。

“下课”早在
意料之中
美国舆论对塞申

斯的结局并不意外，毕
竟长时间遭总统口诛
笔伐，“下课”只是时间
问题。至于原因，尽管
当事人没提，但大家都
心知肚明。正如白宫
办公厅前主任普里伯
斯所言，塞申斯当初选
择回避“通俄”调查是
他的“原罪”。

塞申斯去年2月就
任司法部长，不久后被
美 国 媒 体 爆 出 曾 在
2016 年总统选举期间
会见时任俄罗斯驻美
大使，随即主动选择回
避关于俄罗斯涉嫌干
预 美 国 选 举 的 调 查 。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
曾设法阻止塞申斯这

样做但最终失败，二人关系此后急转直下。
去年 5月，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任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

特·米勒为特别检察官主持“通俄”调查。从那之后，“通俄”调查一直
是白宫的一块“心病”。据称，特朗普把米勒的任命归咎于塞申斯的
回避并指责塞申斯“不忠诚”。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和在社交媒体
的发文中，特朗普也多次表达对塞申斯的不满和失望。

面对来自总统的批评与压力，塞申斯鲜有公开回应。今年 8月，
塞申斯表示，自己作为司法部长将不受政治因素的不当影响。此番
表态又遭到特朗普嘲讽。

特朗普政策的强硬执行者
虽说回避“通俄”调查让总统不满，但塞申斯也因此得以从烦冗

的调查工作中抽身，专注于推进落实政府的各项议程。在塞申斯的
掌舵下，美国司法部在应对暴力犯罪、毒品走私、阿片类药物泛滥、非
法移民等问题时的立场和处理手段更加强硬。

比如，塞申斯着力打击非法移民“避难城市”，计划起诉所有非法
跨过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人，对移民法官施压令其做出更多遣返判
决，鼓励检察官在处理某些毒品走私案件时从重起诉嫌疑人。

今年夏天，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针对非法入境者及其
未成年子女的“骨肉分离”安置措施曾受到广泛谴责，其执法依据就
是塞申斯颁布的“零容忍”移民执法政策。虽然特朗普后来迫于多方
压力签署行政令叫停相关举措，但从未听说他批评过塞申斯在移民
执法上的强硬立场和作风。

不受待见的支持者
塞申斯 1946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塞尔玛市，曾先后就读于亨廷

登学院和亚拉巴马州法学院，并于 1973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当
过律师，之后在亚拉巴马州先后担任过联邦检察官和州总检察长。

塞申斯是2016年大选期间最早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联
邦参议员，随后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重要政策顾问之一，主要负责移
民和国家安全议题。特朗普当选后不久便宣布将提名塞申斯出任司
法部长。

美国媒体认为，尽管塞申斯曾在特朗普拔除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
米和前副局长麦凯布两颗“眼中钉”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并不怎么
受特朗普待见。今年8月，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直言，
当初提名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只是因为他是自己最初的支持者之一。
他还说，塞申斯“从未掌控过司法部”。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7日电

欲纪念纳粹傀儡

马克龙遭批
11月7日，在法国东部

拉弗拉芒格里，法国总统
马克龙在纪念碑前致敬。

法国总统马克龙7日
在法国东部的拉弗拉芒格
里参加活动，纪念一战结
束100周年。11月11日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
念日。按照计划，马克龙
从 5日至 11日陆续参加
法国各地举办的一系列纪
念活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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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8年11
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
拍摄的杰夫·塞申斯
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美国加州酒吧枪击案
至少13人丧生

“按您要求，我提
交辞呈。”美国司法部
长杰夫·塞申斯在致总
统特朗普的辞职信开
头这样写道，似有无
奈，似有不满。这封信
7日被公开，特朗普当
天任命塞申斯的办公
室主任马修·惠特克为
代理司法部长。

塞申斯是最早支
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
人之一，却也是后者宣
泄对“通俄”调查不满
的“靶子”。虽然围绕
塞申斯的政治风波不
断，但这位保守派人士
仍在美国司法部留下
了属于自己的印记。

11月8日，在美国文图拉县绍森欧
克斯市，警察在发生枪击事件的酒吧附
近执勤。 新华社发

11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绍
森欧克斯，人们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互相
安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