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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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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茂林：
赤诚坚定跟党走

吴茂林，原名吴廷健，出生于1914年，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1931年秋，他在
湖北黄安（今红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茂林先后任侦察员、班长、排长、连
长等职。他随红四方面军突围西征进入四
川，参加了举世瞩目的长征。途中，他四次
受伤，但以惊人毅力战胜死亡威胁，随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被派往东北军中做统战工
作，做了大量争取东北军官兵抗日救国的
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吴茂林返回延
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摩托学校学
习。1937年12月，他被党中央派往新疆学
习航空技术。

1938年2月，吴茂林进入新疆边防督办
公署航空队机械班学习，因在战争中多次
负伤，加上紧张的学习生活，导致积劳成
疾，患上肺病。1940年初，他被调离学习岗
位，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治病休养。

1942年夏，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公开
反苏反共，同年9月，将包括吴茂林在内的
我党在新疆人员全部逮捕。次年4月，吴茂
林被转移到西河坝蒙哈柯学校软禁。1944
年，又被转移到七道湾“叛逆家属工厂”，受
到残酷迫害，病情恶化，肺部化脓引起胸腔
溃烂，下身瘫痪。

虽然环境恶劣，吴茂林仍然和其他被关
押的同志一起，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1944年10月5日，因备受折磨，得不到
及时医治，吴茂林病逝于狱中。 据新华社

朝方人员撤离韩朝联络办
朝鲜方面人员22日撤离位于边境城市

开城的朝韩共同联络办事处。韩国方面打
算继续留守，期待朝方“回归”。

联络办韩方主任、统一部次官千海成
22日在记者会上说，朝方当天上午通报韩
方，将依照“上级指示”撤离联络办。

千海成说，朝方大约15名员工在通报
韩方以后全部撤离，带走资料，留下大部分
器材。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召开国家安全
委员会会议，讨论朝方举动以及可能对双
方关系造成的影响。

朝方没有向韩方解释撤离原因。千海
成说，过去一周没有任何异常；只是，朝美
领导人河内会晤后，千海成与联络办朝方
主任、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田钟
秀的每周会面中断。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林欧哲
（音译）说，朝方举动似乎旨在向韩方施压，
迫使后者采取更多举措，“在降低无核化与
缓解（对朝方）制裁的关联程度方面发挥更
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

22个月“通俄”调查、逾30个美国或他国
个人和实体被起诉。作为特别检查官，米勒
是整个调查的操盘手，尽管时常被推到舆论
的风口浪尖，却一贯行事低调、守口如瓶。

两年前的5月，总统特朗普突然解除联
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引发一场舆论风
暴。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紧急宣布，任
命米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通俄”调查。众
所周知，“通俄”调查结果事关特朗普政治
生命，米勒及其团队备受瞩目。

米勒被任命之初，共和、民主两党交口
称赞。特朗普的竞选密友之一金里奇恭维
说：“米勒是担任特别检察官的超级人选。
他诚实正直的名誉无懈可击。”然而不到一
个月，就传出特朗普考虑解除米勒职务。
特朗普的一名律师指责米勒调查超出受权
范围，总统本人开始通过推特抨击米勒调
查属于“猎巫”行径。随后，米勒团队核心
成员斯特尔佐克的手机短信曝光，他被指
对特朗普存在偏见后去职。

调查期间，支持和反对米勒调查的政
治和舆论激烈交锋，但米勒及其团队任凭
舆论沸反盈天，始终在争议声中保持缄默，
坚守着调查团队的专业规范和职业准则。

米勒严谨、低调的职业素养可以从他
的法律生涯中找到印记。

1973年，米勒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
获法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职场，在旧金山
一家被视为“白鞋”的律所担任诉讼律师。
在美国，“白鞋”特指历史悠久、信誉卓著、
充斥名校精英的专业性服务机构。

3年后，32岁的米勒转入美国联邦检察
官办公室工作，历任联邦助理检察官、联邦
检察官、主管刑事司的助理司法部长、代理
司法部副部长等职。2001年，时任总统小
布什提名他出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米
勒在美国政府这一要害机构一直干到2013
年9月，成为埃德加·胡佛之后任职时间最
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小布什执政时，米勒两度向白宫“威
胁”辞职：一次是司法部发现政府一项监听
计划违法，另一次是拒绝按照总统命令交
出联邦调查局收集的一名民主党国会议员
罪证。两次交锋都以白宫让步收场，米勒
因而威望日隆，被党争激烈的政界公认为
能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

米勒离任后，先在斯坦福大学教了一
年书，后来成为律所合伙人，接手了大众汽
车尾气丑闻引发的消费者集体诉讼。这桩
诉讼最终以112亿美元金额达成和解。不
久，年逾七旬的米勒被紧急任命为特别检
察官，再次趟入“政治浑水”。

如今，“通俄”调查报告已出炉，但两党
围绕调查报告势将再掀争斗波澜。米勒报
告能否揭开真相，其调查结论能否令美国
朝野和公众信服，仍是未定之数。美国多
家媒体援引司法部消息来源报道，米勒的
调查报告不建议提起更多起诉。分析人士
认为，这将意味着特朗普在“通俄”调查中
基本过关，民主党在国会以“通俄”事件弹
劾总统已几无可能。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国际在线等

张思德，1915年4月出生于大巴山深
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1933年2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
地。1933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
加入共青团，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
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他勇敢机
智，曾只身泅水过江，夺得敌人的渡船，为
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在川西茂洲
地区，他神奇般地一人夺得敌人两挺机枪，
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小老虎”。1936年
10月，张思德随部队到达陕北，1937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张思德始终牢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使
命，坚持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实践
中一丝不苟地贯彻。

据其班长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
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
高兴地嚷嚷着发现了野萝卜，拔起一棵就
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把叶子先放到
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
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无力，紧接
着，他肚子开始剧痛，大口呕吐起来。在失
去知觉之前，他还在嘱咐小战士告知大家
这草有毒。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
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
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
他同志。”

延安时期，因为粮食不足，战士们总是
吃不饱饭。为了让大家多吃一些，每次吃
饭时，作为通信班长的张思德吃到一半，就
不声不响撂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让别
人多吃一些。

大巴山腹地冬季寒冷不亚于北方，取
暖多靠木炭。张思德小时候跟着父亲练就
了烧炭的好手艺。1944年初，张思德积极
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
到安塞县石硖谷办生产农场，担任副队长。
窑里温度很高，每次出炭，他都是抢先钻到
窑的最里边捡木炭，手里包的破布着火了，
他就用手弄熄后继续干。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小白决
定再新挖几个窑。当挖到中午时，突然窑
顶掉下几块碎土，出现险情。张思德眼疾
手快，一掌将小白推出洞口，厚厚的窑顶坍
塌下来，把张思德埋在下边。战士们和老
百姓从四面赶来，拼命刨土。小白得救了，
张思德却牺牲了，年仅29岁。

毛泽东给予他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
要重的。” 据新华社

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22日向
司法部交出“作业”，即调查2016年美国
总统选举期间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是
否与俄罗斯方面“串通”的完整报告。

报告内容没有公开，阅读范围仅限司
法部少数官员。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和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发表联
合声明，要求报告全文公开，因为“美国人
有权知道真相”。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2日证
实，关于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
统选举的调查报告，已报告呈交司法部长
巴尔。

巴尔当天致信国会参众两院司法委
员会领导人说，他审查报告后，或将最快
在本周末向他们通报米勒调查的主要结
论。他还计划与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
及米勒本人协商，确定报告中哪些内容依
法可以向国会和公众公开。

米勒2017年5月由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
斯坦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主持调查，重点是两个方
面：特朗普团队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是否与俄
方“串通”以及特朗普作为总统是否妨碍司法。

司法部说，米勒调查团队的报告22日中午送
交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办公室，而后交到司法
部长威廉·巴尔手中。

调查过程中，特朗普没有当面接受米勒团队
询问，而以书面形式答复后者提问。

就米勒报告所述内容，巴尔将准备一份说明，
送交国会。巴尔22日给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司法
委员会成员写信，说他将尽速完成这项工作，本周
末将对报告内容作梳理，在送交国会的说明中涵
盖米勒调查所获“主要发现”。

巴尔同时说，司法部没有驳回米勒调查团队
的“任何要求”。

美国媒体报道，巴尔之所以这么说，旨在声明
没有干预米勒团队的调查进程以及特别检察官寻
求对犯罪嫌疑人提起的诉讼；换言之，调查已经结
束，除了已有正在审理中的诉讼，调查团队没有提
起更多诉讼。

米勒团队起诉34人
美联社报道，向国会发出信件20分钟以前，巴

尔把米勒团队完成报告一事告知了白宫。
特朗普一再指认“通俄”调查是“猎巫”，是对

他的政治“迫害”。另外，俄罗斯方面多次否认干
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鉴于调查报告不予公开，暂时不清楚调查是
否澄清核心问题。

调查至今，米勒团队起诉34人，包括特朗普前
竞选团队负责人保罗·马纳福特和前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迈克尔·弗林。马纳福特所涉罪行包括密谋反
美和密谋妨碍司法，由法院判处累计90个月监禁。

特朗普团队5名助手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同
意配合调查，以换取减罪、减刑。尚未达成认罪协
议的竞选团队政治顾问罗杰·斯通受到向国会撒
谎和妨碍米勒团队调查的指控，正在等待法院审
理和判决。

另外，25名俄罗斯人受到指控，罪名包括在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以“黑客”手段侵入民主
党全国委员会电子邮件系统和在社交媒体平台散
播虚假信息。

司法部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记者，米勒没有
建议起诉更多人，不清楚他是否建议作更多调查。

“美国人有权知道真相”
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和参议

院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以及多名宣布参选2020
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人要求司法部公开调查报告。

“美国人有权知道真相”佩洛西和舒默在一份
联合声明中说，“白宫一定不能干预决定哪些发现
或证据能够公开。”

白宫方面说，没有见到报告，也没有就报告内
容接受“吹风”。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22日说，白宫不会干
预。不过，特朗普的律师、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
利安尼说，特朗普的律师团队会寻求在报告内容
公开以前“先睹”，这种做法“合适”。

美联社报道，不论报告内容如何，都不会影响
特朗普可能面临的驻纽约联邦检察官一项调查，
原因是那项调查与“通俄”无关。

那项调查中，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
恩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供认他依照指示在2016
年总统选举投票日以前向自称与特朗普有染的两
名女子支付“封口费”，以避免她们曝料、对选情产
生负面影响。

美国竞选资金法律要求候选人申报影响选情
的开支，而特朗普竞选团队当时没有申报。科恩
因违反竞选资金法律等罪名由法院判处3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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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蓝血精英”
出现在公众视线的米勒让人印象深

刻：眼神锐利如同鹰隼，满头白发一丝不
乱，衣冠整洁，脊背挺直。他的出身和成长
经历，在美国属于标准的“蓝血精英”，这个
词专指作为社会栋梁的优质专业人才。

米勒1944年出生在纽约曼哈顿，父
亲是杜邦公司高管，母亲是20世纪初美国
特拉华-拉卡瓦纳-西部铁路公司总裁威
廉·特鲁斯代尔的外孙女。他在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长大，高中就读费城一所著名私
校，是学校橄榄球、冰球和长曲棍球三支
球队的队长。他的球友兼同窗之一是前
国务卿约翰·克里。

米勒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系，一年后在纽约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
学位。当米勒准备继续攻读法学博士时，
大学挚友哈克特在越南战场阵亡一事暂
时改变了他的精英教育轨迹——米勒决
定参军。1968年，他加入美国海军陆战
队，同年7月被派往越南南部。米勒后来
回忆说，能活着从越南出来，是意外的运
气。1970年退役后，米勒进入弗吉尼亚大
学法学院读博，重续作为“蓝血精英”的教
育历程。

历时22个月，“通俄门”调查终结

特朗普基本过关？
悬念待解

B调查操盘手守口如瓶
始终在争议声中保持缄默

特别检察官的分寸/

A特朗普竞选团队
是否与俄方“串通”？

特别检察官的使命/

起诉
▼

调查至今，米勒团队起诉34人，包括
特朗普前竞选团队负责人保罗·马纳福特
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马
纳福特所涉罪行包括密谋反美和密谋妨
碍司法，由法院判处累计90个月监禁。

回应
▼

特朗普于当地时间22日在佛罗里达
海湖庄园参加外事活动，尚未就此作出直
接回应。就在一天前，他表示，“通俄门”
调查报告应该公之于众，自己并不介意。

悬念
▼

美国多家媒体援引司法部消息来源
报道，米勒的调查报告不建议提起更多起
诉。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意味着特朗普在

“通俄”调查中基本过关。

美检察官提交俄涉嫌干预2016年美
选举调查报告。

这是3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新华社发

米勒 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