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要聞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Thursday Jun 1 2017

川普為“通俄門”成立“作戰室”？白宮暫未回應
（綜合報導）路透社 26 日爆料稱，美國總
統唐納德·川普擬於近日成立一個“作戰室”，
並召集更多人手應對愈演愈烈的“通俄門”風
波。
眼下，川普方面疲於應對“通俄門”調查
及媒體層出不窮的爆料，招致共和黨內外人士
有關白宮“不干正事”的不滿。
白宮擬為“作戰室”招募政治人士和律師
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白宮
將在川普從歐洲返回後推進這一計劃。目前，
川普仍在歐洲訪問，預計近日回國。
報道援引一名與白宮來往密切的人士說，
眼下白宮需要完全不同的架構來面對“新的現
實”。自川普 9 日解除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
斯·科米職務以來，有關政府內部事務的爆料就
不斷增多，爆料間隔時間也大大縮短。這些爆
料很可能都來自政府官員。
“自（川普）解雇科米以來可以看出，白
宮在目前架構下……並沒有准備好衝到戰爭前
線，更不用說同時面對兩條戰線，”這位消息
人士說，“他們需要這樣一個架構，能讓他們
保持專注，對那些攻擊和爆料進行有效反擊。
”
這位人士透露，川普認為白宮目前的團隊
並沒有有效處理“通俄門”風波，也沒有很好
地宣傳政府取得的成績，這讓他很是沮喪。
因此，白宮擬為“作戰室”招募更多政治
人士和律師。川普女婿兼高級顧問賈裡德·庫什

納很可能加入這個“作戰團隊”，白宮首席戰
略師斯蒂芬·班農和白宮辦公廳主任賴因斯·普
裡伯斯也在人員名單上。
此外，川普的前競選經理科裡·萊萬多夫斯
基近日被人看到出入白宮。路透社援引另一位
消息人士的話稱，萊萬多夫斯基可能最早在下
周加入白宮團隊。
不過，白宮 26 日對川普是否“沮喪”以及
是否成立“作戰室”的說法全無回應。
共和黨人呼吁川普關注政府本職工作
外媒普遍認為，“通俄門”對美國政府運
轉造成負面影響：川普的支持率不斷下降，他
有關醫保法案改革、減稅、加強基礎建設等施
政理念無法有效落實。
不少共和黨人對此頭痛不已，認為“通俄
門”調查讓川普偏離了重點，呼吁他關注政府
本職工作，並解決政府部門職位大量空缺這一
問題。
“我們真正想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共
和黨參議員邁克·朗茲對路透社記者說，“我們
還需要繼續推進醫保法草案，我們還需要繼續
進行稅制改革，這些才是我們認為重要的事。
”
來自共和黨的眾議院前議長約翰·博納也對
川普施政表現並不認同，將之稱為“一場災難
” ，但他認為要求彈劾川普的聲音僅僅來自
“一小部分瘋狂的民主黨人”。
另一位來自共和黨的消息人士則指出，成

立“作戰室”的做法其實是在效仿來自民主黨
的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
上世紀 90 年代，克林頓因與白宮女實習生
莫妮卡·萊溫斯基的不正當關系面臨被彈劾危機
。他在白宮中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專門應對此
事，白宮其他官員負責處理每日政務。
眼下，“白宮的目標就是試圖控制危機、
控制媒體有關特別檢察官的報道，”這名共和

黨人士說。
美國司法部於 17 日任命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羅伯特·米勒為特別檢察官，就“通俄門”展開
調查。
根據目前公開的信息，川普本人並不在調
查範圍之內。不過就“通俄門”調查，川普已
開始著手選擇外部法律顧問。

川普女婿曾想建私密“通俄熱線”
避開美方監聽

（綜合報導）美國《華盛頓郵報》26 日爆料，早在唐納德·
川普正式就職美國總統之前，他的女婿賈裡德·庫什納就曾會晤
俄羅斯駐美國大使謝爾蓋·基斯利亞克，提議開建一條私密的安
全渠道，與克裡姆林宮直接接觸。
庫什納現年 36 歲，從事房地產生意，與川普的大女兒伊萬
卡育有 3 個子女。川普上任後，他出任川普的高級顧問。
《華盛頓郵報》報道，庫什納去年 12 月在位於紐約的川普
大廈會見了俄羅斯大使基斯利亞克。庫什納當時對基斯利亞克提
議，開建一條能與克裡姆林宮直接溝通的秘密渠道。
按庫什納設想，這條渠道的安全性可經由俄羅斯駐美外交設
施保障，以避開美方監聽。
《華盛頓郵報》報道，美方竊聽到了俄羅斯方面的通話，進
而知曉庫什納計劃。了解這些情報的美國官員說，基斯利亞克對
庫什納的計劃感到“驚訝”，向上級報告了這一提議。
至於熱線具體考慮以及最終是否建成，《華盛頓郵報》未予

說明。
庫什納會晤基斯利亞克時，在場的還有美國前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弗林是川普的早期支持者之
一。川普當選總統後，弗林被任命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但媒體隨後曝出他上任前曾與基斯利亞克通話，討論
美國解除對俄制裁的問題，作出不當表態。弗林被指“通
俄”並在此事上撒謊，後迫於壓力辭職。
白宮今年 3 月證實，庫什納和弗林一起在川普大廈會
晤過基斯利亞克。
庫什納同樣被指有“通俄”之嫌。美國媒體此前爆料
，庫什納不僅與基斯利亞克會過面，還曾於去年見過俄羅
斯對外貿易銀行高管。
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因烏克蘭問題上了西方國家的“黑名單
”，2014 年起被美國制裁。不過，根據美國相關法律，與被制裁
機構人員會面並不違反法律和相關規定。

《華盛頓郵報》上周報道，“通俄門”調查已經擴大到一名
與之有“重大利益關系”的白宮高級官員。
庫什納的律師傑米·戈雷利克 25 日發表聲明稱，庫什納願意
配合相關調查，就這些會談作出說明。

中國即將取代好萊塢？美媒：別擔心，中國不是威脅
（綜合報道）美媒稱，中國即將
取代好萊塢了嗎？近年來，中國投資
大量湧入美國電影行業。交易速度如
此迅猛，以致於國會可能介入。
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 5 月 26
日刊登題為《好萊塢，別擔心，中國
不是威脅》的報道稱，接近去年年底
，16 位國會議員發表聯名信，警告中

國侵占好萊塢可能產生的影響。時任
眾議員、弗吉尼亞州共和黨人弗蘭
克·沃爾夫在《華盛頓郵報》一篇專
欄文章中警告：“北京可能控制拍或
不拍什麼。”
報道稱，在人們陷入反華偏執的
恐慌之前，有必要牢記兩件事情：中
國的電影行業藝術上仍然很糟糕。實

際上，雖然一些美國觀察家擔心中國
取代美國娛樂業的地位，可是中國同
行卻有理由擔心結果恰恰相反。
先來看數字。2016 年，中國備受
推崇的電影制作業推出了 1000 部電影
，顯然是有數量無質量。這些影片在
中國平均每部收獲了約 200 萬美元的
票房，而西方電影平均收獲了 7000 萬

美元的票房。事實上，好萊塢占了去
年中國票房的 42%，盡管按照世界貿
易組織的規定，中國最多只能上映 34
部西方影片。2017 年，這個數字將有
所上調，因此中國國產影片的處境可
能更加不妙。
此外，幾乎中國所有電影公司多
少都面臨著財務困難。

俄專家：用戶忽視基本防護是勒索軟件得手主因
綜合報導 前不久“想哭”勒索病毒軟件襲
擊全球，但俄羅斯損失不大。俄信息技術專家
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襲擊聲勢
浩大，主要原因並不是病毒有多難對付，而是
有很多人不重視電腦安全防護。
俄羅斯國民經濟和國家行政學院下屬“信
息技術研究與檢驗中心”主任米哈伊爾·佐洛塔
廖夫說，俄個別國家機關的部分電腦也受到了
侵害，但他所熟識的同事朋友中尚無人被“勒
索”。
“此次勒索軟件攻擊給俄造成的損失不大
，俄國家機關所保存的重要電子文件，特別是
涉及公民和法人身份信息的資料壹直受到很好
保護，其內部電腦網絡與外網隔離，因此未受

到危害。”佐洛塔廖夫說。
他還表示，“想哭”能使某位職員的工位
電腦功能受損，讓某壹時間段內的文件處理結
果丟失，但借助各單位現有的電子文件傳輸處
理系統，最終可重新獲取被惡意加密的文件所
含信息。
佐洛塔廖夫指出，勒索病毒軟件不難防範
，微軟公司針對被利用的操作系統漏洞早就發
布了補丁程序，只要及時下載這些安全更新就
能防止病毒侵入電腦。換言之，被勒索軟件攻
陷的電腦均未及時安全更新。
他說：“這種防病毒機制就像吃東西前要
洗手以防病從口入壹樣簡單，現在壹些並不復
雜的病毒攻擊也能掀起大波，電腦使用者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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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吸取教訓。與此同時，各機構應為防範真正
有威脅的電腦病毒投入資金，認真采取系統性
防護措施。但對於普通國家機關來說，電腦網
絡安全系統並非越復雜越好，有些
超級復雜的安全系統耗資巨大，卻
未必能有效防範某種新病毒。”
他還認為，對於打擊網絡犯罪來
說，雖然壹些犯罪者看似能在網上隱
蔽活動，但在這個數字世界裏，網
絡犯罪者在匿名交易時所留下的痕
跡，遠比二三十年前的“線下”暗
中交易要多。為打擊這種“線上”
犯罪活動，警方需不斷學習新信息
技術，改進偵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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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稱，中國的票房收入也停滯
不前。繼 2015 年攀升 50%以來，2016
年和今年已放慢至緩慢增長。
好萊塢存在拼命討好中國的問題
嗎？肯定存在。但是，不必誇大這個
威脅。在中國能夠操縱好萊塢講述中
國故事之前，他首先得講述像樣的故
事。

另據俄卡巴斯基實驗室官網發布的消息，
迄今“想哭”勒索軟件已對 74 個國家和地區的
電腦用戶發動了約 4.5 萬次既遂或未遂攻擊，但
目前已有數家信息安全企業推出了查殺和解鎖
應用程序，可以幫助部分“中毒”電腦的使用
者重新打開被惡意加密的文件或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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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航空特廉機票。
★ 全⾯面綜合服務，代辦中國，越南簽證，中國護照入台簽證，量量⾝身訂作專業遊學計畫，學程規劃及

專⼈人在美⽣生活照顧。安排赴台健檢醫療，美容，微整形等項⽬目。提供中⽂文打字和翻譯服務。
•

芝加哥⼀一⽇日遊（三） ⼤大⼈人$35 ⼩小孩$25

•

芝加哥周邊⼀一⽇日（四）⼤大⼈人$45 ⼩小孩$35

•

芝加哥－威⼠士康辛四⽇日遊（四）$305

•

三⼤大湖芝加哥底特律律6/5/4⽇日遊 $305起

熱⾨門線路路｜歡迎來來電洽詢
多倫倫多三⽇日美食之旅
中部完美體驗風情遊
火爆⻄西雅圖舊⾦金金⼭山遊
芝加哥美東⽂文化歷史遊
多倫倫多尼加拉瓜瀑布遊
美國66號公路路⽂文化美食之旅

具體⾏行行程請來來電洽詢，提供機場接送，包⾞車車
旅遊服務，可根據客⼾戶需求訂製⾏行行程。接待
來來美商務考察團和旅遊團。
•
•
•
•

北京古都五天遊
尊享江南洲際8天
雲南麗江⺠民族8天
古都⻄西安兵⾺馬俑4天

•
•
•
•
•

波⼠士頓⽂文化之旅
波特蘭蘭特⾊色⼆二⽇日遊
巴哈⾺馬群島郵輪輪船遊
阿聯聯酋四天超值／豪華遊
巴拿⾺馬 San Blas Islands 四島遊

•
•
•
•

江南⽔水鄉三峽風光⼗十⼀一天
新加坡⾺馬來來⻄西亞精品六天
越南柬埔寨世界⾃自然遺產9天遊
印尼巴厘島、天堂與魔幻之島遊

亞洲
精選

私⼈人包團訂製
隨著冬季的離去，利利⽤用即將到來來的夏季，跟著海海天旅遊，到
達中國各地城市與⾃自然風光，由專⼈人為您訂製客製化的旅
遊，請撥打海海天旅遊公司專線
品質保證，價格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