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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全国“肃清” 逮捕6000人
■包括 34 名将军和总统高级顾问，这将是土耳其史上最大规模案件
■土方关闭美方借来打击
“
伊斯兰国”空军基地，敦促奥巴马引渡
“
策划者”
土耳其政府和军方 16 日挫败一起政
变， 随即在军队和司法系统逮捕数千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6 日指责流亡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的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是
此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并敦促美国总统
奥巴马把居伦移交给土方。
土耳其一名高官 16 日暗示，美国可能
在幕后支持针对土耳其政府的军事政变。
这一言论遭到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坚
决否认。

选中 57 岁的
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

特朗普和
竞选搭档彭斯
首次公开亮相

全国“肃清”

6000人被捕，包括 34 名将军
2700 多名法官被解除职务
据报道，政变被挫败后，数千
军人被逮捕，包括多名高级军官；
2700 多名法官被解除职务，大约
200 名法官面临被逮捕。
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 17
日宣布， 大约 6000 人已经因未
遂政变被逮捕，而且“清理”行动
将持续，将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大
规模案件”。 土耳其媒体报道，被
捕者中有 34 名将军，包括土耳其
第二军和第三军军长。 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土耳其频道 17 日报
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首席
军事顾问阿里·亚泽哲也在被捕
者之列。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说，
土耳其宪法委员会以及议会各政
党将讨论恢复死刑，“以防政变事
件重演”。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认土
耳其知名宗教人物费图拉·居伦在
土耳其建立“平行组织”并且策划
这场政变。 埃尔多安说，参与政变
的人
“
将为叛国付出沉重代价”。
他认定政变军人“听从来自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共
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
朗普 16 日在纽约正式对外
介绍他的竞选搭档、 现年
57 岁的印第安纳州州长迈
克·彭斯。 这是特朗普宣布
彭斯为其副总统竞选搭档
后二人首次公开露面。

宾夕法尼亚州的指令”，
意指出走美国的土耳其
知名宗教人物居伦。
埃尔多安 16 日在伊
斯坦布尔发表讲话，敦促
美国总统奥巴马把
流亡美国的居伦移
交给土方，称土耳
其从未拒绝过美
方 引 渡 “恐 怖 分
子” 的任何请求，
“如果我们是战略
伙伴，请满足我们
的请求”。
埃尔多安与
居伦一度是盟友，
却反目成仇，居伦
“自我流放” 到美
国，常住宾夕法尼
亚。
土耳其当局
的频繁指责迫使
居伦 16 日罕见召
集媒体，否认参与
政变阴谋。

两人互相夸赞

土耳其部分政变士兵试图冲击总统府失败后遭逮捕

敲打美国

土耳其政变或冲击美中东政策目标

暗指美方支持政变 美土关系趋紧
耶尔德勒姆警告，任何国家如
果支持居伦，“将不再是土耳其的
朋友，是在与土耳其开战”。
晚些时候，土耳其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长苏莱曼·索伊卢将土耳其
政府对美国的不满进一步公开化，
暗示美国幕后支持政变。
土耳其发生政变后，当局出
于防范政变威胁的考虑关闭了
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并切断供
电，事实上也导致这一基地用于

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
标的美军战机和无人机处于停
摆状态。 政变图谋平息后，美国
方面还没有得到基地重新开放
的通报。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埃尔多安
在要求美国引渡居伦的表态中明
确提及土美反恐合作，不免让外界
猜测， 如果两国紧张关系没能缓
解，土耳其当局可能延后开放这一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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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政变事件让包括美
国在内的北约盟友大感意外和担
忧。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土耳其
局势可能因此陷入长期不稳定，
给美国在中东地区打击极端组织
“
伊斯兰国”等目标带来冲击。
外界认为，虽然美国和土耳
其的关系近年来受一系列因素
“
伊斯兰国”
影响，但两国在打击
问题上合作广泛。
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研
究国家安全事务的主管布莱兹·
米兹塔尔认为，这个美国在中东

地区的关键盟友正面临政治、经
济不稳定等一系列影响，这一局
面势必分散土耳其当局的精力，
转移原本用于打击“
伊斯兰国”、
遏制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的安
全力量。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中
央情报局前安全分析师布鲁斯·
里德尔认为， 土耳其此次政变企
图“
可能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
严峻挑战之一”，因为
“
一个稳定的
土耳其对美国在中东、 巴尔干和
高加索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

美方回应

克里愤怒否认 奥巴马呼吁“
法治”
索伊卢的这一言论遭到美国
国务卿约翰·克里的坚决否认。 法
新社报道， 回应土耳其方面这一
指责时，克里显现出愤怒。
克里当天致电土耳其外长梅
夫吕特·恰武什奥卢表达抗议，称
“指责美国与未遂政变企图有关
的任何公开暗示或说法完全错
误，对双边关系有害”。 克里说，美
方并没有事先得知有关政变的信
息，“
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针对土耳其方面的引渡请

求，克里表示愿意协助，但前提是
土耳其方面提供“经得起考验的
合法证据”。
美国总统奥巴马 16 日就土
耳其局势发表讲话， 强调美国在
反恐等领域的努力“需要土耳其
的持续合作”， 美方支持土耳其
政府。
不过， 奥巴马强调所有各方
“务必……依据法治( 精 神 )行事”，
呼吁土耳其领导人“避免采取可能
导致更多暴力和不稳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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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一警察局被占 当局否认
“
政变”
俄新社 17 日援引亚美尼
亚国家安全局的声明报道说，亚
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一警察局当
天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7
名警察被劫持为人质。
声明说，当天上午，一群武
装人员占领了埃里温郊外埃里
布尼区警察局，并劫持了该地区
的巡警队。这群武装人员要求释
放因非法购买和拥有武器而被
关押的激进反对派社会拯救阵
线
“
新亚美尼亚”的头领日赖尔·

塞费良。
目前，事发附近居民已被疏
散。政府和武装部队正进行谈判，
不过当局已经驳斥了政变传闻。
日赖尔·塞费良曾在 2006
年 12 月 10 日因被指控公开教
唆强行改变宪法秩序而被捕，
2008 年被释放。 2015 年，他又
因被怀疑发动政变而被捕，但不
久被释放。 今年 6 月 20 日，他
因非法购买和拥有武器而再次
被关押。
（综合新华社）

特朗普说彭斯为人“靠
谱”，是他的搭档第一人选。
不过，媒体此前报道，特朗
普到最后一刻曾考虑换人。
特朗普坦言，自己身为
“局外人”，选择彭斯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为了促进党内
团结。 彭斯曾担任国会众议
员、被视作“党内第三号人
物”的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
席。 特朗普说，彭斯极具管
理才能。
彭斯自称是一个“
真正
的小镇男孩”，称赞特朗普是
一个斗士、 传奇商人以及爱
国者。 虽然特朗普自嘲是政
治的
“
局外人”，但彭斯说，这
恰恰是一种财产， 因为特朗
普“
理解美国人民的失望与
希望”，“
从罗纳德·里根 (担
任总统)以来，还没有一位领
袖能做到这一点”。
尽管互相欣赏， 但特朗
普和彭斯在堕胎和贸易等议
题上的主张存在分歧。 希拉
里团队已开始利用这一点攻
击彭斯对社会问题的保守观
点与主流社会不合拍。

首次公开露面平淡无味
竞选搭档首次公开露
面，本应是竞选团队着力打
造的重要活动，但特朗普与
彭斯的这次亮相反倒一改
往日特朗普噱头十足的风
格，显得平淡无奇。
二人的亮相以新闻发
布会的形式进行，由特朗普
将彭斯介绍给公众。 但新闻
发布会不太像样，没有设提
问环节。 特朗普独自在台上
讲了近 30 分钟， 只有很少
内容涉及彭斯。
按美联社的说法，除了
最后的合影环节，二人共同
出现的时间很短，特朗普仅
仅敷衍地和彭斯握手，轻拍
他的手臂，便退场留下彭斯
在台上发言，“并未展现出
一对团结一致、共同作战的
搭档的气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