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8 月 25 日

02 华府新闻

NEW WORLD TIMES

华盛顿西北快速巴士发生事故造成八
人受伤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
上周日下午
在华盛顿西北部一辆快速巴士发生交
通事故，
共有八人在这起事故中有不同
程度的受伤，
其中七人受到了非致命的
伤害已经在附近的医院进行了救治，
另
一人伤情较为严重送往了专项医院进
行抢救。事故发生在中午12点30分左
右，
地点位于H大街600号路段，
当时巴
士司机开车经过一段钢结构的路面，
车
辆发生了严重的颠簸，
导致车辆失去了
控制，撞上了旁边停放的几辆汽车，H
然后允许各企业
大街的第 6 和第 7 路段被迫封闭，
救援 一个总排放量的限制，
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进行了救护工作。 自行购买或出售排放许可。在 9 个州
这一举措发布前的一个月，
加利福尼亚
刚刚投票通过了更新其州内限额交易
特朗普白宫看超级日全食
“区域温室气体减排
21日的超级日全食期间，
月球的阴 市场的决定。周三
的发布，
目的不是要对国家出台
影形成一条横贯东西海岸、
宽度约为70 计划”
而是要超越
英里的日全食带。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的电厂排放政策进行补充，
“清洁电力计划”
中所规
观赏了这次天文奇观。这是一次令人 特朗普政府的
定的减排标准。
震撼的天文事件，
上一次横跨两海岸的

华府一周

日食发生在 1918 年，
下一次能看到横
贯东西海岸的日全食是 7 年以后。本
次日全食持续时间约一个半小时，
被称
为
“大日全食”
，
受到不少天文爱好者的
关注。据统计，全美大约有 1200 万人
居住在此次日全食观测带中，
除夏威夷
和阿拉斯加州以外地区的居民都可以
观测到日食。由于全国各地民众观看
日食积极性高涨，
不少企业都发生了短
暂的
“停摆”
，
由此造成的损失或达7 亿
美元。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表的论文预
测，
日全食将在大约5.63亿年以后不复
存在。但英国天文学家琼·梅乌斯在其
数理天文学著作中说，
因为月球和地球
轨道的微小变化，
6.2 亿年以后，
日全食
还将断断续续地出现，
最后一次日全食
将出现在距今 12 亿年以后。

马州克林顿市男子残忍杀害三名女孩
被逮捕
警方表示上周五在马州克林顿发
生了一起残忍的杀人案件，
一名男子将
三名小于10 岁的女孩杀害。星期五的
早上一位成年的家庭成员回到了自己
的家中，
发现三名孩子已经都没有了生
命迹象，
立刻向警方报警，
警方在下午
7 点35 分左右赶到了事故地点布鲁克·
简大街 6400 街区，当他们到达时就宣
布了孩子们的死亡消息。警方随即对
案件展开了调查，
直到星期五的深夜他
们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男子名叫安东尼
奥·威廉姆斯，现年 24 岁，
他也是当地
的居民，
威廉姆斯被指控犯有三项一级
谋杀罪和三项二级谋杀罪。当局没有
透露威廉姆斯被捕的更多细节，
尚不清
楚这起案件的动机是什么，
警方已经联
警方在维州发现一具人类遗骸
州检察官表示对这
根据警方消息，
他们星期二的晚上 系了受害者的家属，
起案件非常震惊。
在维州诺克斯维尔发现了一具人类的
遗骸，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中，
遗骸
是在晚上7 点左右发现的，
地点位于诺 夏洛茨维尔将给邦联雕像缠上裹尸布
维州夏洛茨维尔近日发生震动全
克斯维尔路和福基尔大街相交处附近，
美的
“白人至上”
骚乱。22日，
夏洛茨维
尸体已经被送往验尸官那里检验，
将确
在两位南方
定死亡的原因和方式，
受害者的身份也 尔市政议会投票一致决定，
“石墙”
还没有得到确定。警方相信这起事件 邦联将军——罗伯特·李和绰号
不会对广大群众造成威胁，
希望大家不 的托马斯·杰克逊的雕像上缠上黑色裹
要恐慌，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没 尸布。市政议会工作人员佩奇·莱斯说，
有更多消息被公布出来，
警方希望有知 这一措施是为了表达这座城市在骚乱
之后的哀痛。12日的骚乱中，
一名白人
情人可以提供帮助。
至上主义者驾车撞死一名抗议者，
撞伤
马州等 9 个州联合出台温室气体减排 多人。骚乱还导致一架警用直升机坠
毁，
机上两人死亡。许多当地居民在市
计划
对市政议会同意白人至
过去的几个月以来，
特朗普对于防 政议会上发言，
止气候变暖的政策批判已招致东北部 上主义者等极右翼团体在当地举行集
指责当地警方对集会者和
各州的强烈谴责。23日，
来自东北部的 会感到愤怒，
9 个州将自己的主张撰写成了计划，
展 抗议人群之间的冲突反应迟缓。经过
夏洛
示了这一地区的人们打击温室气体排 长达数小时的市民发言和讨论后，
茨维尔市政议会还决定责成城市管理
放的决心。作为全美唯一一个州际限
以便最终移走
“石
额交易市场，
“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人员采取行政步骤，
墙”
将军杰克逊的雕像。骚乱发生以来，
已公布了更加严格的目标，
以减少来自
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加入该非营 全美多地出现破坏邦联纪念物的情况。
利组织的州有康涅狄格、
特拉华、
缅因、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在罗伯特·李雕
一些城市当局
马里兰、
马萨诸塞、
新罕布什尔、
纽约、 像遭人损毁后将其移除，
为避免骚乱，
深夜将雕像移走。目前，
罗德和佛蒙特，
这9 个州约定将于2021
年将排放减少至约7500万吨，
并在2022 全美仍然就应该移除还是保留邦联纪
而破坏历史纪念物的现
年至2030 年间每年减少225 万吨排放， 念物争论不休，
以到达将排放整体减少 30%的目标。 象似有扩大之势。21 日晚在马里兰州
限额交易项目是由里根时代的经济学 巴尔的摩，一座已有 225 年历史、纪念
家们提出的一个保守政治理念，
即设定 航海家哥伦布的方尖碑也遭人用大锤
砸坏。夏洛茨维尔骚乱后，
巴尔的摩市
特朗普宣布将调整在阿富汗战略
总统特朗普21 日晚在弗吉尼亚州
迈尔斯堡军事基地内发表讲话时宣布，
将调整在阿富汗战略。他表示，
新战略
的实行将不再基于预设的时间，
而要基
于实际情况。特朗普表示，
国家在阿富
汗的核心利益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
美方已经在阿富汗做出了重大牺牲，
因
此必须要得到一个好结果；
第二，
仓促
撤军会留下安全真空，
恐怖组织将乘虚
而入，
美方不能再犯此类错误；
第三，
美
方在阿富汗和南亚地区面临巨大风险。
特朗普称，
美方将据此调整在阿富汗战
略。其中，
最主要的改变是，
新战略的
实行将不再基于预设的时间，
而要基于
实际情况。他说，
“我们不会事先宣布
什么时候开始或结束军事行动，
也不会
公布驻阿美军人数以及作战计划等。
”
美方将使用外交、
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
手段，
推动新战略的落实。提到巴基斯
坦时，
特朗普表示，
巴基斯坦在反恐方
面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
特朗普还表示，
驻阿美军将得到足
够的装备和权限。他说，
一线官兵比华
盛顿更了解情况，
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
授权。特朗普说，
阿富汗安全部队需要
继续增强实力，
他们是维护阿富汗安全
的最主要力量。美方将与北约盟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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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凯瑟琳·皮尤以
“城市最佳利益”
为由， 枪响，
犯罪嫌疑人在逃跑的时候将男孩
下令移除了 4 座邦联雕像。
撞到在地，
男孩告诉警方自己的小腿有
烧伤的疼痛，
经医护人员检查发现他被
维州亚历山德里亚18 岁少年抢劫未遂 一颗子弹擦伤，
男孩的伤势没有生命危
被逮捕
险，
他被送往儿童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
一名18 岁的维州亚历山德里亚少 疗。警方还在寻找这起事件的嫌犯，
希
年日前因抢劫未遂而遭到警方的逮捕， 望有知情人可以联系警方提供帮助。
警方透露该少年试图在一条自行车道
上抢劫路人，
随后又在一栋公寓楼里抓 白宫又一顾问团有人辞职
住一名妇女准备继续作案，少年名叫
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团最近跟他杠
Joshua Sprinkle，被逮捕并指控其企图 上了。特朗普就维吉尼亚州骚乱的表
抢劫、
企图绑架和性虐待，
警方认为可 态
“气走”
两大高级别总统顾问团后，
基
能有更多的受害者。警方回应 8 月 14 础设施顾问团也有人辞职。国家基础
日下午3点25分左右，
一名男子从背后 设施顾问委员会于22 日举行季度业务
掐住受害人并试图抢走男子身上的钱， 会议，若干成员在前一天晚上递交辞
受害者拼命挣扎，
犯罪人才被迫逃跑， 呈。至于顾问团请辞成员人数及请辞
白宫没有说明。国家基础设施顾
仅 35 分钟后，
一名妇女走上公寓楼的 原因，
楼梯时，
有人抓住了她的臀部，
女子的 问委员会由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任
尖叫使得罪犯逃离，
这两起事件中的嫌 期间创立，
任务是在关键基础设施和信
疑人都是一个身材高挑苗条留着短发 息系统安全方面向总统及国土安全部
的黑人男子，
就在本周犯罪人被警方逮 建言献策。委员会成员最多 30 名，由
捕，
警方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可以拨打电 总统任命，
来自私营部门、
学术界、
州及
话 703-746-6858 来指证犯罪者。
地方政府。
体育解说员因名字像内战将军被换岗
一名亚裔体育解说员因为名字像
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事将领罗伯特·爱
德华·李而被调换工作，
引发争议。这
名解说员名为罗伯特·李，
是娱乐和体
育电视台的兼职解说员，
本应解说维吉
尼亚大学本赛季第一场橄榄球赛，
但由
于近期位于维大所在地维州夏洛茨维
尔市的一尊李将军雕像引发暴力冲突，
娱乐和体育电视台决定将他调换，
改为
解说其他比赛。
“由于近期夏洛茨维尔
发生的不幸事件，
我们决定更改罗伯特
所解说的比赛，
我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
他的名字带来的巧合，
”
娱乐和体育电
视台在一份声明中说，
“此时此刻我们
认为这样做能被所有人接受，
我们很遗
憾一名解说员的名字竟能成为一个话
题。
”
声明未说明是否存在外界压力导
致该电视台做出这一决定。对于这个
决定李本人并未做出回应。在变动之
后他将解说俄亥俄州一所学校的一场
比赛。娱乐和体育电视台的决定一经
公布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争议，
不少网友
表示，
因为一百多年前的争议人物而影
响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十分荒谬。阿肯
色州前州长赫卡比在推特上说：
“娱乐
和体育电视台成了一个笑话，
活该被嘲
弄。”

届时将有约12 个工作日的时间去批准
支出举措，
以使政府保持运作。同时，
上调政府举债上限的最后期限也将来
临。这两项都是必须要批准的措施。
在特朗普发出威胁后，
股市和美元 23
日走软，投资者纷纷买入公债。标普
500指数收跌约0.3%，
道琼斯指数收跌
0.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3%。对于
特朗普的表态，
国会众议保罗·瑞安表
示，
不认为有谁会对政府关门有兴趣。
他称，
为了阻止非法移民，
在美墨交界
处修筑一道边境墙是有必要的，
但政府
无须在边境安全和关闭政府运作之间
做选择。
特朗普为修边境墙不惜
“关政府”遭共
近几个月来，
共和党人与特朗普之
和党人批评
间的龃龉加深，
特朗普公开指责部分党
总统特朗普23 日遭到共和党党内 内领袖，
尤其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
同仁的批评，
因为他就边境墙融资的问 奈尔，
并对1 月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尚未
题发出威胁说要关闭政府，
这让市场紧 通过任何重大立法表示愤怒。麦康奈
张不已，
也给国会上调政府举债上限和 尔23 日未就边境墙一事表态。他在声
通过支出议案的努力蒙上阴影。特朗 明中称，
自己与特朗普经常就一系列事
普在 22 日晚间的一次演讲中威胁称， 项进行联系与合作，
包括防止政府违约，
如果国会不同意为修筑边境墙提供资 以及
“在短期和长期”
为政府优先事项
金，
他就要关闭政府。修边境墙是特朗 筹集资金。共和党籍众议院拨款委员
普在大选期间的一项重要承诺。这番 会主席汤姆·科尔称，
特朗普的威胁性
威胁言论让共和党在最近数月以来为 举动可能让共和党内产生
“逆火效应”
。
达成预算协议的努力变得更加艰难。 “当你控制了总统大位及参众两院时，
国会在夏季休会过后将在9月5日开会， 你就是在关停你所运作的政府。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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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州一名男子驾车拖拽警察并袭警
当局表示，
一名马州男子在试图躲
避警方巡逻车检查的时候将上前的警
察拖行了数米远，
犯罪嫌疑人名叫文森
特 A·凯尔·兰多佛，
今年 34 岁，
正面临
袭警和故意伤害罪的指控，
并且将支付
相关的一切费用。当时凯尔逃到自己
的车后，
准备驾车逃跑，
巡逻警察上前
抓住了他的车门，
要其停下来，
但是他
并没有，
直接将警察拖到了附近的停车
场，
随后在那里撞上了另一辆车才得以
停止，
男子下车徒步逃跑，
而后被警方
逮捕，
在拘留中心的时候，
他还试图逃
跑并与一名警察发生了打斗，
最终还是
被制服。目前还不清楚罪犯是否聘请
了律师，
但是男子已经被关押且不得被
保释，
案件的具体细节警方还在进一步
的调查中，
希望有目击者可以提供帮助。

华裔女子在华盛顿失踪
华盛顿特区首都警局(DCPD)日前
发布寻人启事，
31岁的华裔女子阮玉霜
(Yushuang Ruan)自 8 月 11 日在华盛顿
特区的西北16街第1500路口失踪以来，
至今音讯全无。警方呼吁公众提供援
助。特区首都警局指出，
阮玉霜黑发棕
眼，
身高6英尺、
约135磅，
肤色较浅，
失
踪时并不清楚其身着何种服装。警方
23 日表示，
阮玉霜目前仍未找到，
案件
华盛顿东南 8 岁男孩被子弹擦伤
仍在进行，
但无更多信息透露。知情者
根据警方透露上周六的晚上在华 或曾见过阮玉霜者可联系首都警局，
电
盛顿东南部一名 8 岁的男孩被一颗子 话：(202)727-9099，或短信内容发至
弹擦伤，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东南部第 50411。
四十一街 1400 街区，
离戴维斯堡娱乐
中心不远，
时间大约是下午4点钟左右。 维州斯普林菲尔德少女失踪两个星期
调查人员称当时男孩正和其他人在一
维州警方表示一位16 岁少女已经
个篮球场上玩耍，
突然他们听到两三声 失踪了两个星期了，
她最后一次出现是

道，
共同为阿富汗提供必要的帮助。
“9·
11”
事件后，
时任总统小布什于2001 年
10 月下令对阿富汗境内的
“基地”
组织
和塔利班组织动武。虽然美军取得了
军事上的胜利，
但阿富汗局势始终未能
平定，
驻阿美军撤军问题一拖再拖。阿
富汗战争已成为美方历史上耗时最长
的一场战争。自特朗普上任以来，
有关
美军向阿富汗增兵的消息不时传出，
但
特朗普本人始终没有就这一问题明确
表态。本月 18 日，
特朗普与内阁成员
及军方高层在戴维营举行会谈，
并最终
决定对在阿富汗战略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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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在政治上不是明智之举，
而且我认
为这实际上不会成功，
”
他说。财政部
曾称，
必须在9月29日之前提高举债上
限。特朗普已要求国会通过
“完全”
不
附加其他任何条款而提高举债上限的
法案。评级机构惠誉 23 日表示，
政府
如果不能及时提高举债上限，
将促使惠
誉重新评估主权信用评级，
“可能带有
负面影响”
。
国务院称暂停办理俄公民赴美签证并
非对俄报复
国务院 23 日称，
受俄罗斯政府此
前下令美驻俄外交机构大规模裁减工
作人员影响，
美方在全俄范围内暂停发
放非移民类签证，
但美方这一举动并非
报复行为。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
在记者会上说，
由于俄方要求美方裁减
美驻俄外交机构工作人员，
美方不得不
缩减工作班底规模，
负责审理签证申请
等领事事务的工作人员因此减少。美
方目前暂停处理赴美俄罗斯公民的签
证申请。诺尔特表示，
对于俄罗斯公民
赴美签证事务的办理在不久后将重新
开放。但由于处理领事事务的工作人
员减少，
而美方会优先处理在俄境内的
美方公民的相关事务，
届时俄公民赴美
签证的处理速度将受到影响。 诺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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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普林菲尔德，失踪者名叫 Tomisha
Arlisha Johnson，
最后一次出现是在8月
5日，
她来自布里斯托，
警方认为她可能
处于危险的状态下，
失踪者被描述为一
名黑人女性，
身高在5.4英尺左右，
体重
大约146 磅，
有着褐色的眼睛和棕色的
头发，
失踪的时候身穿一件连帽衫和黑
色运动裤，
头上可能包着一条棕黄色的
头巾，
任何人知道她的行踪都可以拨打
FBI 华盛顿办事处电话 202-278-2000
或威廉王子县警察局电话 703-7926500 或者是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在中
心电话 1-800-843-5678。
白宫因发现无主包裹短暂关闭
白宫22 日下午因北面草坪附近发
现一个无主包裹，
短暂关闭了约一个小
时。负责白宫安保的特勤局发言人说，
当天下午1 时许，
在白宫北面安全护栏
外发现一个包裹，
警方随即清场。经检
查发现，
这一无主包裹里没有危险品。
包裹主人没有找到。在白宫发现无主
包裹数分钟前，
国会大厦一处不对公众
开放的台阶上出现一个可疑包裹。国
会警方发言人随后说，
包裹里没有危险
物品，
但警方以非法进入为由逮捕了一
名男子。
特朗普结束工作休假返回白宫
总统特朗普结束了17 天的工作式
休假，
星期天晚上返回到了一个
“不一
样”
的白宫。在特朗普离开白宫期间，
白宫对西翼进行了耗资 340 万美元的
翻修工程，
包括改善了IT 系统，
对包括
椭圆形办公室在内的西翼各房间的地
毯进行了更换，
还修好了新闻办公室的
渗漏问题。然而，
白宫最大的变化莫过
于首席战略师班农的离职。班农与特
朗普班子的核心圈人物发生过冲突，
包
括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
纳，
两人都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特朗
普希望能够走出他上周二把白人至上
主义者和反示威者在道德上划等号所
引发争议的阴影。特朗普在启程返回
白宫前发推文，
“努力工作后返回华盛
顿，
看到了我见到过的最糟糕、
最不诚
实的假新闻报道。
”
特朗普的团队没有
一个人在星期天的电视谈话类节目上
露面，
就班农离职一事所产生的反应为
特朗普辩护或展开讨论。特朗普竞选
团队的副经理大卫·博西星期天在福克
斯新闻上试图缓和保守派人士所担心
的——白宫西翼的争吵危害到特朗普
的政治议程。他说：
“每个总统班子里
都会有派系，
本届政府也不例外。
”
俄亥
俄州共和党籍州长约翰·卡西奇表示，
他希望特朗普能沉着应战。卡西奇在
一系列议题是对特朗普持批判立场。
他说：
“必须要让这些变化停下来，
必须
要有一个团队。你不能老是换人，
让后
想着你这样就能赢得世界冠军。”
维州 I-395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根据交通部门的消息，
星期二的早
晨在维州阿灵顿县I-395号州际公路快
运专线上，
一辆自卸卡车与一辆皮卡车
发生碰撞，
造成了一人死亡。事故发生
在早晨的2点21分左右，
地点位于向南
的车道10C 出口附近，
车祸中丧生者的
身份目前还没有被确定，
警方封锁了该
出口，
进行调查，
没有更多的消息被公
布出来，
事故的原因也还没有确定，
希
望有知情人可以与警方取得联系。
强调，这绝不是美方对俄方的报复行
为。她也拒绝透露美方此次裁减美驻
俄外交机构工作人员中有多少是俄罗
斯雇员。
美方驻俄罗斯大使馆此前宣布，
由
于工作人员减少，
美驻俄使领馆自8 月
23 日起在俄罗斯全境暂停发放非移民
类签证，
9月1日起，
美驻俄大使馆将恢
复非移民类签证的面签工作，
三个领事
馆则无限期暂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
国会 7 月通过对俄罗斯等三国制裁法
案后不久，
俄总统普京在俄电视台网站
7月30日发表的专访中表示，
美方驻俄
罗斯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应裁减755 人，
以使俄美在对方国家的外交机构人数
对等，
使俄美在对方国家的外交机构人
数都减至 455 人。国务院监察长办公
室 2013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
当年，
美驻俄外交机构共雇有1279 人，
其中包括 934 名俄罗斯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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