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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即将到来

外交部：赴海外旅行安全第一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7日提醒近期计划赴海外旅行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务必
做到安全第一。

据报道，越南中南部庆和省芽庄市附近海域26日下午发生游船
翻沉事件，船上共载有 21名中国游客，其中 19人获救、1人遇难、1
人生命垂危。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已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派员连夜赶赴事故现场处置，敦促越方全力救
援，并将继续协调越方做好伤员救治、获救人员安置等善后工作，为
涉事中国游客及家属提供必要协助。

“元旦假期很快就要到来，借此机会我们再次提醒计划赴海外
旅行的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合理安排行程，务必做到
安全第一。”她说。

两地劳军

分析人士认为，从美国国内政治的
角度看，特朗普此次突访有三层用意。

第一，美国总统历来有慰问海外驻
军的传统。前总统奥巴马和小布什都在
任内多次专程慰问驻伊拉克和驻阿富汗
美军。而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即将过
半，在此次访问前仍未曾亲临战区慰问
驻军。因此，他这次突访伊拉克慰问美
军，意在缓解美国国内舆论的批评之声。

第二，最近，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
撤军和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等事件接
踵而至。《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的一系
列决定使五角大楼陷入“混乱”。因此，
特朗普此访也有意修补与军方关系，安
定军心。

第三，特朗普近来与民主党的争斗
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大西洋月刊》
认为，特朗普与美军官兵“同框”的照

片有助于提升特朗普的人气，强化他
与民主党缠斗的政治资本。

太和智库研究员、中东问题专家吴
毅宏说，伊拉克现有约 5200 名美军，周
边的海湾国家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也
都有美军基地，土耳其境内还有约 1000
名美军。特朗普此次突访伊拉克也是给
中东各国政府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军事
力量不会撤出这一地区，以此来安抚地
区盟友。

吴毅宏认为，在中东地区，美国如今
既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担那么多责任，
又不愿意放弃自身影响力。从美国近期
一些行动来看，特朗普政府可能在为下
一步的中东布局做尝试，比如推动伊拉
克、沙特等国联手，以抗衡土耳其、伊朗
的力量。

新华社特稿

特 朗 普 在 这 次
“快闪”访问中没有会
晤伊拉克高级官员，
包括总理阿迪勒·阿

卜杜勒-迈赫迪。
阿卜杜勒-迈赫迪的办公室发

表声明，说双方“就安排有多种分
歧”，从而取消当面会晤，改为电话交

谈，讨论安全事务和美国从叙利亚撤军。
按照白宫发言人萨拉·赫卡比·桑德

斯的说法，取消会晤的原因包括安全顾
虑和伊方短时间内才收到访问通知。她
说，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邀请阿卜杜勒-
迈赫迪访美，后者接受邀请。

一些伊拉克议会议员告诉路透社记
者，特朗普要求在阿萨德基地内会晤，遭
到阿卜杜勒-迈赫迪拒绝。

伊拉克议会两大党团分别发表声
明，一致反对特朗普到访，指认他的到来

“侵犯主权”“违反外交准则”。

为何突访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26日电（记者 栾
海）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6日发布的消息，俄罗
斯总统普京当天在俄国防部的国家防御指挥
中心，通过直播画面观摩了俄1枚“先锋”高超
音速导弹试射。导弹在飞行约 6000 公里后
成功击中预设靶标。

根据普京的指令，俄战略导弹兵当天在
俄西南部的一处发射阵地试射了 1枚“先锋”
高超音速导弹。导弹弹头在脱离弹体后达到
高超音速飞行速度，完成了水平和垂直机动
飞行，并在规定时间击中了位于俄远东堪察
加半岛库拉靶场的预定目标。克里姆林宫表
示，俄国防部确认此次试射成功，“先锋”导弹
可按时装备俄部队。

俄国防部表示，“先锋”导弹的弹头在飞
行途中能绕过反导系统的侦察和攻击，可保
障其突破潜在的敌方反导系统。普京说：“潜
在敌方现存和即将启用的防空及反导系统都

无法伤及‘先锋’导弹，这一特点堪称巨大成
功。2019年‘先锋’导弹将开始装备部队。”

据俄专家此前介绍，“先锋”导弹使用两级
火箭发动机，其弹头能以20倍音速飞行，耐受
2000摄氏度高温，可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防空
及反导系统，并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另据俄
新社26日报道，“先锋”导弹已于今年7月投入
批量生产。

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空气中的音速约为每
秒 340米）5倍的飞行器被称为高超音速飞行
器。由于速度极快，现有反导导弹和防空导弹
追不上这种飞行器，因此运用高超音速技术制
成的导弹威力巨大。

俄政府下属军事工业委员会专家穆拉霍
夫斯基介绍，“先锋”导弹的研发在上世纪 90
年代推进得较为缓慢，但在美国 2001年退出
《反弹道导弹条约》后，俄大力推进研制工作，
并在短时间内取得重要成果。

新华社基辅12月26日电（记者 陈俊锋 钟忠）乌克兰总统波
罗申科 26日宣布，11月 26日开始在乌部分地区实行为期 30天
的“战争状态”正式结束。

据乌总统新闻局 26日公布的消息，波罗申科说，结束乌部分
地区“战争状态”的决定是基于对乌当前各领域安全局势的分析
结果做出的。在“战争状态”实施期间，乌通过重新部署部队、提
高备战协调能力、增加军事后备役人员和武器装备等，从“根本上
加强了国家面对新威胁的防御能力”。

波罗申科还强调，“战争状态”没有对乌正常社会经济运行秩
序和人权状况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2014年 3月以来，因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及和乌克兰东部地
区冲突问题，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急剧恶化。2018年 11月 25日，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刻赤海峡发生冲突，俄方扣留3艘乌海军舰只和
24名军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于11月 26日通过总统令，宣
布乌克兰10个与俄邻近的地区进入为期30天的“战争状态”。

乌克兰总统宣布
为期30天“战争状态”结束

12月26
日，乌克兰总
统波罗申科
在基辅主持
会议。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纽约12月26日电 在 24
日遭遇史上最差圣诞节前交易日表现之
后，受圣诞假期美国零售业强劲表现和原
油价格反弹的提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26日全线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上涨超过1000点，创史上以点数计最
大单日涨幅。

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
涨 1086.25 点，收于 22878.45 点，涨幅
4.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上涨4.96％和5.84％。

板块方面，标普 500 十一大板块当
天普涨，零售企业强劲反弹。万事达卡

旗下市场调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美国
圣诞假期零售数据创 6年新高，消费金
额超过8500亿美元。

当天，原油价格反弹推动能源板块
上涨6.24％；科技板块也表现良好，涨幅
达6.05％。

也有分析认为，美股圣诞节后反弹
的真正原因是美国政府放出信号，总统
特朗普不会解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职
务。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
西特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鲍威尔没有

“被炒”的危险。
之前美国媒体援引来自知情人士的

信息报道，特朗普对美联储加息政策日益
不满，曾与其顾问讨论是否可以解除鲍威
尔职务。

今年夏末以来，美股一直受投资者对经
济前景的担忧、经贸摩擦和美联储持续加息
等因素影响。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三大股
指12月份跌幅均超过10％，堪称1931年
经济大萧条时期以来表现最差的12月，
2018年有可能以十年来最大跌幅收尾。

对于未来，分析师认为，联邦政府
“停摆”不见起色，特朗普对鲍威尔的不
满，以及市场对美联储行动激进的担忧
可能抑制市场的反弹空间。

文在寅登顶韩国年度人物榜
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真实计量器”27日发布韩国“年度人物”，总

统文在寅登上榜首。
这家民调机构应韩国TBS广播电台要求，在全国范围调查 501

名成年人，其中25％选择文在寅为年度人物。
文在寅今年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会晤，努力推动朝鲜

半岛无核化，改善南北关系，寻求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足球教练朴恒绪排名第二，“得票率”为 16.7％。这名老帅今年

率领越南队夺得东南亚锦标赛冠军、亚洲足球联合会 23 岁以下
（U23）锦标赛亚军，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亚洲运动会打入四强，把越南
足球带到新高度，被誉为越南“国民英雄”，促进了韩国与越南之间
的“足球外交”。

男子演唱组合“防弹少年团”（BTS）和知名外科医生李国钟并列
第三，得票率同为9.9％。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韩国足球明星孙兴民跻身前五，得票率
分别为5.6％和5.5％。金正恩同样上榜，排名第七，得票率为4.5％。

真实计量器声称，这项调查误差率为正负4.4个百分点，可信度
为95％。 新华社特稿

印尼火山警报升级航班绕行
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喀拉喀托火山警报 27日升至“高度警戒”级

别，仅次于最高级别。印尼民航管理部门当天要求所有航班改变航
线，避免受到火山灰柱影响。

印尼气象地球物理局当天早晨提高警报级别，说火山活跃度
“预期会进一步升级”。印尼政府当天把民众禁止进入范围从距离
火山岛海岸3公里增加到5公里。

喀拉喀托火山 23日起喷发加剧，岩浆和乱石飞溅；火山灰柱升
至3000米高度，大面积遮蔽日光。印尼民航管理部门27日说，鉴于
火山灰引发的紧急状态，“所有航班须改变航线”，避开相关空域。
机场不受影响。

这座火山位于印尼西部巽他海峡中，7月以来处于间歇活跃状
态。一处火山口本月 22日夜间涨潮时段崩塌，触发海啸，导致至少
430人死亡，1495人受伤，159人失踪。周边苏门答腊岛南端和爪哇
岛西端受灾严重。印尼政府判断，火山口依旧不够坚固，恐再度崩
塌、触发海啸，提醒周边岛屿民众不要接近火山岛。 新华社特稿

普京观摩俄罗斯试射
“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12月26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中）、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左）准备观摩导弹试射。 新华社发

美股强力反弹
道指创史上最高单日涨幅

12月26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
易所收盘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今年中国与30多个国家
举行近40场联演联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 杨雅雯）在国防部 27日举行

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2018年联演联训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吴谦介绍，2018年，中国与 30多个国家举行近 40场联演联训，
为与各国军队深化友谊与互信、提高各自军队建设和训练水平发挥
了积极作用。

他说，今年的联演联训工作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层级更为
丰富，既有单兵的军事技能训练，也有战术层面的混编同训，还有战
略战役层面的合帐练兵，可以说是多层级深度交流；二是内容更近
实战，既涵盖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科目，也包括传
统安全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战味儿十足；三是机制更趋完善，既注
重单次演训效果，又着眼长远推动联演联训机制化运行，为高质量、
例行性、规范化开展联演联训打下坚实基础。

特朗普为何此时特朗普为何此时
突访伊拉克慰问美军突访伊拉克慰问美军

没见主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6日秘
密飞抵伊拉克，探视驻伊美军。

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
美军作战地区。他说美国“不会继续当
世界警察”，力挺从叙利亚撤军决定，但
不打算从伊拉克撤军，以便继续打击

“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此次圣诞假

期“劳军”一方面旨在缓解美国国内舆
论压力，修补与军方关系，提升自身人
气；另一方面也有意安抚对美国突然宣
布从叙利亚撤军感到担忧的地区盟友。

《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探访
驻伊拉克美军，旨在当军方处于“巨大
震荡”时彰显他对军队的个人影响力，
同时进一步宣扬从海外战场收缩军力
的主张。

“美国不能继续当世界警察。”他
在阿萨德基地说，“我们（的军事存在）
遍布世界各地。我们（美军）在那些多
数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国家。老实
说，这荒谬。”

“如果他们要让我们打仗，就得付
出代价……我们不再当傻子。”

特朗普显现对从叙利亚撤军的
坚 持 ，重 申 极 端 主 义 组 织“ 伊 斯 兰

国 ”在 叙 利 亚 遭 击 败 的 观 点 。 他
说，“这一地区的国家必须站出来，
为 他 们（叙 利 亚）的 未 来 承 担 更 多
责任”。

特朗普同时说，美军将继续驻留
伊拉克，将把这个叙利亚邻国作为跳
板，以便随时能打击“伊斯兰国”残余
势力。他说，“如果‘伊斯兰国’做出让
我们看不顺眼的事，我们能非常迅速
地予以重击。”

大约 5200 名美军官兵现阶段驻
扎在伊拉克，协助训练伊拉克军队和
充当军事顾问，同时打击“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境内残余武装。

有撤有留

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娅当地时间
25日午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美
军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乘坐“空军
一号”总统专机飞往伊拉克，26日抵达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的阿萨德空军
基地。

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外，没有高级官员或国会议员
随行。

特朗普在基地与美军士兵握手、
合影，与美方文武官员会晤。他换上
飞行夹克，向官兵讲话。

特朗普夫妇在基地停留大约 3个
半小时，继而离开伊拉克。回国途中，

“空军一号”经停德
国拉姆施泰因空军
基地，特朗普下飞
机，慰问驻扎这座
基地的美军。

多家媒体以特朗普就任后
首次赴战区探访美军为报道标题。

特朗普认定，美国海外作战行动
“烧钱”，遭盟友“占便宜”。相比前任
乔治·W.布什和贝拉克·奥巴马，特朗
普任期近半却没有访问战区，遭到一
些军方人士批评。特朗普10月告诉美
联社记者，他将在“某个时候”去战区，

“但我认为这并非极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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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12月月2626日日，，在伊拉克在伊拉克
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
军基地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
（（右右））与驻伊美军官兵握与驻伊美军官兵握
手手。。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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