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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协议 刻不容缓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 6 月 21
日报道，欧盟称本次会议将讨论如何“应
对美国退出核协议并恢复制裁伊朗的措
施”。同时，六国高官也将探讨“伊朗近期
关于其履行核协议承诺所发布的公告”。

据路透社 6 月 20 日报道，美国总统
特朗普去年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如今
又切断了伊朗多数石油贸易，使其经济
陷入困境。伊朗已发出警告，欧盟通过
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措施并绕过美国制
裁来挽救核协议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等国达成
伊核协议，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国际
社会解除对它的制裁。依据协议，伊朗
低丰度浓缩铀储量不得超过 300 公斤，
可制备的浓缩铀丰度限制在 3.67%以下，
远低于武器级浓缩铀需要达到的 90%以
上丰度。

今年 5月 8日，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一周年之际，伊朗总统鲁哈尼在
电视讲话中表示，已致函 《伊核协议》
签署国，伊方将给予该协议各方 60 天的
时间返回谈判桌，并确保伊朗国家利益
得到保护；否则，伊朗将恢复该协议禁
止的铀浓缩活动。

6月20日，当年帮助达成伊核协议的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莫盖里尼称：“让伊朗
继续完全遵守承诺对我们很重要。”她强
调应该缓和伊美紧张形势，“确保避免形
势升级。”

压力转移 千钧一发

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在继续。据美国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6月 22日，
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
武器！在糟糕的奥巴马计划 （即伊核协
议） 下，伊朗短短数年内就会走上拥核
之路，而现行的核查 （内容） 是不可接
受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伊朗签署伊
核协议是为了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
的制裁，让其获得较为宽松的发展环
境。签署协议之后，伴随美国‘退群’
以及极限施压，伊朗反而承受比原来更
大的压力，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此情
况下，伊朗威胁将要突破伊核协议规定
的低浓度浓缩铀存量上限，增加浓缩铀
丰度、增加重水等。伊朗此举一来是作
为对美国高压政策的强硬回应，二来也
是向其他协议签署国转移压力，迫其帮
助伊朗应对美国压力。”

2018 年 5 月 25 日，在美国缺席的情
况下，伊核协议签署国联合委员会副外
长级会议在维也纳召开。据卡塔尔半岛
电视台报道，来自英、法、德、中、俄
五国的代表尝试与伊朗制定战略，通过
保持石油和投资流动，同时规避美国实
施的可能危及经济的制裁。法新社称，
美国之外的伊核协议其他签署方希望伊
朗留在协议内。

“去年美国刚刚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
时，协议其他签署国也在维也纳召开类
似的会议。那时是要确保其他国家统一
立场，不要退出协议，并把伊朗留在协
议内。今年的情况比去年严重得多。一
方面是经过美国长时间施压，伊朗承受
不住压力。另一方面，近期海湾局势越来
越紧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与去年相比，
今年开会显得尤为迫切。”李伟建说。

新的起点 寻求共识

近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无人
机”事件持续发酵，两国紧张局势再度
升级。据 《纽约时报》 报道，特朗普同
意对伊朗进行网络攻击，并在 24 日公布
对伊朗新的重要制裁措施。德国外长马
斯甚至认为，不能完全排除海湾爆发战
争的风险。

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美伊双方态度
都很强硬。美国步步紧逼。帕特里克·沙
纳汉在辞去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职务的前
一天、即 17 日宣布向中东再派大约 1000
名士兵，声称目的是强化美方安保和情
报搜集能力。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鲁兹·
卡迈勒万迪 19 日说，除非伊方权益诉求
在与伊核协议其他签署国磋商的 60 天内
得到满足，否则伊朗将提高铀浓缩活动
的产品丰度。

正如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19 日所表示
的：“还有时间，我们希望各方更加冷
静。还有时间，但所剩不多。”相关各方

正努力挽救伊核协议。
“伊核协议签订后，很多西方国家公

司开始进入伊朗市场，但是由于美国极
限施压，现在许多公司在伊业务被迫停
止。更为关键的是，伊朗目前的石油输
出几乎归零，形势十分严峻。协议签署
国希望伊朗继续留在协议内，需要正视伊
朗目前遇到的困难，帮助其渡过难关。各
方应该承担一定责任，想办法既做美国工
作，也做伊朗工作。”李伟建说。

“我们需要竭尽所能避免走到那一
步。这是我们和各方对话的原因。我去
了伊朗，我们也在和美国人谈，”马斯
说，“我们需要借助对话防止局势升级。
这个时期‘外交优先’，我们正在朝这个
方向努力。”

李伟建分析称，本次维也纳会议形
成一套完整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不大。但
是，这次会议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它
使伊核协议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磋商保持
下去，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双边、小多边磋
商。伊朗将美国无人机击落，形势变得更
为敏感。美国可能对伊朗施加报复，各方
协调立场变得刻不容缓。如果此时不采取
集体行动，最后伊核协议一旦真正走向毁
灭，伊朗可能会回到原点，甚至走得更远，
事情将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上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6 月 20
日再次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关于被击落
的无人机未进入伊朗领空的说法，并公
布了击落美军无人机的一些细节。图为
美国空军发布的RQ-4“全球鹰”无人机
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6月22日，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
休闲文化研究中心指导，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云南省茶叶
流通协会、云南双江勐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中国
茶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主题沙龙在京举行。如何借助“一
带一路”推动茶文化传播，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

捧出的是文化

“我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喜欢喝茶。多少年来，无论
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喝茶的习惯和爱好从未改变。在
国外常驻期间，我喜欢用茶招待外国朋友，他们大多都
会表示赞赏。我们用中国茶招待客人，提供的是饮料，
捧出的是文化。”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外办原副主
任吕凤鼎的外交生涯中，茶是必不可少的陪伴。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欧盟使团原团长关呈远
介绍说，1610年，中国茶叶第一次由荷兰人通过海上通道
带到欧洲，揭开了中国与欧洲海上茶叶贸易的序幕；1636
年，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商人把中国的茶叶带到了
法国的巴黎，于是法国人开始接触到茶叶。他指出，法
语和荷兰语中“茶”的发音都源于闽南话。

关呈远说，中国茶与茶文化与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
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茶文化形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与
精神文化生活。

促进的是交往

曾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的吕凤鼎讲述了一个中瑞之
间的茶故事：“300 年前，装载有中国茶叶的‘哥德堡
号’从中国返回时，在即将进入哥德堡港的海域沉没。
300年后，人们打捞沉船时惊奇地发现，在海底浸泡了几
百年的茶叶品质依然良好。这增加了瑞典人对中国茶的
认识和喜爱。为了纪念‘哥德堡号’，瑞方历时近 10年，
按照原样打造了新‘哥德堡号’，重走远赴中国的航海路
线，掀起中瑞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的新高潮。”

“自古以来，中国茶叶与丝绸、瓷器等通过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各地，成为中国
与世界和平、友谊、合作的纽带。”关呈远说。

第九至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协会生态
产业投资专业委员会会长林嘉騋，长期在世界各国以茶
会友。20年前他就曾联合茶叶界的专家，在日本东京举
办过有关乌龙茶的研讨会。“前不久，中国投资协会生态
产业投资专业委员会下属的国际合作部还在丹麦举办了
茶文化艺术节，传播中国茶文化。”林嘉騋说。

探索的是前景

“我的故乡福建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林嘉
騋说，纵观历史，中国传播茶文化的途径有很多，茶马
古道、万里茶路、茶船古道……不胜枚举。

“万里茶路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通道，它
南起福建，途径浙江、湖南、湖北、山西、河北，来到
俄罗斯，并一路延伸至北欧。这条边贸之路主要依靠茶贸
易兴盛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中心主任
骆芃芃侃侃而谈。“文化和贸易的兴盛与当下的时代背景
息息相关。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第6年，希望更多茶
界人士能够搭乘‘一带一路’东风，把茶文化传播出去，让
茶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骆芃芃说。

吕凤鼎也认为，我们应进一步发挥茶文化的优势，
不断探索茶文化与“一带一路”的结合点，努力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探索中国茶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前景。

五国联手为伊核协议打气
张 红 刘 月

就在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之
际，6月28日，伊朗、法国、德国、
英国、中国与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将在
维也纳举行会议，就如何避免 2015
年签署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失效进
行磋商，以挽救该协议。

环 球 热 点

各界人士和茶界专家探讨茶文化传播

让中国茶香满“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张 红

各界人士和茶界专家探讨茶文化传播

让中国茶香满“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张 红

图为嘉宾书法作品展示

联合国难民署 6 月 19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年底，全球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 7080
万，是20年前的20倍，创近70年来最高纪录。图为6月20日，在阿富汗喀布尔一处难民营内，几名儿
童面对镜头露出笑容。 拉赫马特·阿里扎达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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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世纪协议”经济方案遭巴反对

近日，美国白宫公布其所谓推动解决巴以问题
“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巴勒斯坦
方面的反对。白宫公布名为“和平促繁荣”的经济方
案，并称该方案将帮助巴勒斯坦人及整个地区“激活
经济潜力”。方案目标包括在未来10年促成对巴勒斯坦
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为巴勒斯坦人创造100万个就业
岗位、将巴勒斯坦失业率降至接近个位数等。

法塔赫发言人穆尼尔·阿勒扎胡布 23 日发表声明
说，美国的经济方案是用“阿拉伯国家的钱财扼杀巴
勒斯坦人政治解决巴以矛盾的愿望”。声明呼吁即将参
加巴林经济研讨会的阿拉伯国家拒绝美国提议。

哈马斯发言人阿卜杜拉托夫·格努阿23日说，美国
的计划是企图将巴勒斯坦问题转换成经济和人道主义
问题，并为推进“世纪协议”铺路。

杰哈德领导人贾米勒·阿勒扬23日表示，美国“世
纪协议”经济方案代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解决巴以问
题的观点，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原则、权利和政治诉求相
去甚远；美国的阴谋只会导致地区反美以情绪增长，根
本无法达到美国称让地区远离恐怖与对抗的目标。

国 际 时 讯

6 月 23 日，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候选人
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在重新举行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选
举中以明显优势胜出，主要竞争对手执政党正义与发展
党候选人、前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已向其表示祝贺。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在
已统计的 99.37%的选票中，伊马姆奥卢赢得 54.03%的
选票，耶尔德勒姆得票率为45.09%。

在 3 月 31 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伊马姆奥卢以微
弱优势击败耶尔德勒姆，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
但他就职不到一个月就被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撤销
市长资格。土最高选举委员会接受正义与发展党有关
地方选举中存在违规行为的申诉，取消伊斯坦布尔市
长选举结果，并确定6月23日重新举行选举。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这
是正义与发展党过去25年来首次在这个城市市长选举
中失利。3月底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已在安
卡拉、伊兹密尔和安塔利亚等大城市市长选举中败选。

（均据新华社电）

9名
6月 22日，菲律宾警方宣布，有9名据传被阿

布沙耶夫武装分子绑架的渔民已在21日获释，他们
均为有着“海上吉普赛人”之称的巴瑶族人。

菲律宾警方说，这9名人质是在菲南部苏禄省
一个沿海村庄被发现的。当地巡警21日深夜发现他
们时，这些渔民正在公路上游荡。

菲警方确认这9名年龄从17岁至60岁不等的渔
民正是18日凌晨据传被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在加
里曼丹岛东北部海域所绑架的人质。警方初步认
定，这些巴瑶族渔民是武装分子在抵达苏禄省后主
动释放的。菲警方说这9人目前身体精神状况良好。

37名
6月23日，马耳他武装部队对37名在马耳他海

域遇险的偷渡者实施了救援。
据报道，这批偷渡者日前乘坐橡皮艇从利比亚

出发，22日晚间在马耳他海域遇险。马耳他武装部
队的巡逻艇23日采取救援措施，并将偷渡者带至马
耳他武装部队位于弗洛里亚纳的码头基地。

有报道说，37名偷渡者均为男性，分别来自孟
加拉国、尼泊尔、苏丹和巴基斯坦。

6月5日，马耳他武装部队在地中海展开3次海
上救援行动，共营救370名遇险的偷渡者。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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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反对党候选人赢得伊市选举

6 月 23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埃克雷姆·伊马
姆奥卢（中）在集会上向支持者致意。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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