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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难解陷入僵局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正在不断

加大。据路透社4日报道，继制裁伊朗
民用太空项目后，美国政府再对伊朗
方面的海运企业施加制裁。美国伊朗
问题特别代表布赖恩·胡克当日在国务
院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在未来会有更
多制裁措施。我们的策略非常清楚，
就是最大程度向伊朗施压”。胡克同时
表示，美伊谈判依然可行，施压的目
的是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制裁的特点之
一是瞄准重点领域实施精准打击。据
路透社报道，今年6月，与伊斯兰革命
卫队密切关联的伊朗波斯湾石化工业
公司和海外销售网络受到制裁。而这
次轮到了与伊朗航天部队相关联的航
天机构。

这一制裁决定是在伊朗近日发射
卫星失败后做出的。据路透社 8 月 31
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30 日公布了
一张显示伊朗火箭发射失败的照片，
并说美国与此无关。报道称，美国曾
警告伊朗不要发射火箭，担心这项技
术可能有助于伊朗开发携带核弹头的
弹道导弹。伊朗对此予以否认。

伊朗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表示强
烈不满。9 月 4 日，伊朗信息和通信技
术部长穆罕默德·贾赫鲁米在推特向美
国总统特朗普“喊话”，把他与美国漫
威漫画中的超级反派“灭霸”相提并
论。今日俄罗斯称，贾赫鲁米此言是
在谴责美国对伊朗航天局实施的制裁。

此 前 ， 两 国 关 系 曾 出 现 缓 和 迹
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伊朗问题专家陆瑾认为：“伊朗无意退
出伊核协议，也未将美伊谈判的大门
彻底关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8 月底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达促成鲁哈尼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愿望。特朗普
释放和解信号，表示不排除和伊朗总
统鲁哈尼会面。美国近日对伊朗民用
航天机构实施制裁，使美伊关系改善
的节奏再次被打断。

新制裁剑指太空项目
自 去 年 单 方 面 撤 出 伊 核 协 议 以

来，制裁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经济
和外交措施升级的一部分。当前，美
国对伊朗采取了全方位、立体式制
裁，包括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
高精神领袖、金融系统等全面制裁。

美国多方面制裁伊朗是为了实现
全面遏制伊朗的中东战略目标。上海
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孙德刚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这些“极限
施压”的目的就是以压促变，迫使伊
朗向美国妥协，达到特朗普政府“不
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伊朗太空项目的军事意义是美伊
此番争论的焦点，双方对此各执一词。

陆瑾指出，太空项目本身具有军
民两用性，但伊朗与弹道导弹相关的
太空项目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
负责掌控。今年4月，伊斯兰革命卫队
被特朗普列为恐怖组织。在美国看
来，这一太空项目自然具有军事意义。

此外，美国认为运载火箭与弹道
导弹技术相通，多次表示反对伊朗进
行卫星发射活动，并一直声称伊朗多
次发射运载火箭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
第 2231 号决议。这一决议确定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生效、执行和监督等细
节，同时呼吁伊朗不要从事与可用于
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相关活动，但
没有明令禁止。

然而，伊朗否认卫星发射违反国
际公约，理由是这类活动没有“军事
属性”。

“美国方面担忧未来伊朗一旦掌握
卫星发射技术，会将民用转为军用，
军事打击半径变大，对美国盟友和全
球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孙德刚分析，

“从目前来看，伊朗有关太空项目仍处
于起步和摸索阶段，‘民转军’则需要
更多时间和技术，在短期内无军事意
义。”

极限施压收效甚微
伊朗一直坚称，自己有权研制用

于防御目的的常规导弹，并且无意部
署核武器，无视美国削减导弹的要
求。据美国 《华尔街日报》 报道，伊
朗在今年 7 月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
弹，从而迈出了加剧伊朗和特朗普政
府之间紧张关系的又一步。分析人士
说，此次试射表明，伊朗不打算屈服
于美国让其削减导弹计划的要求，并
决意保持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

长期以来，伊朗的国防工业受到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制裁和出

口限制，一直立足于自主研发。孙德
刚指出，此举将阻止伊朗在民用航空
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延缓伊朗民用
太空项目研发，使伊朗迈向太空大国
面临更多挑战。同时，这也会使伊朗
下定决心，在民用太空项目研发方面
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美国的极限施压效果甚微。“新制
裁不会对伊朗弹道导弹和太空项目的
发展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陆瑾认为，

“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是国家威慑力和
国防力量的核心内容。伊朗不仅不会
用来与美国进行谈判和交易，而且还
会加速发展弹道导弹项目。”

针对美国有增无减的制裁，伊朗
总统通过解除核研发限制来回击。路
透社称，自5月以来，伊朗已开始逐步
削减履行伊核协议义务，旨在加大对
该协议欧洲各方的压力，在美国实施
制裁的情况下保护自身经济利益。鲁
哈尼 9月 4日表示，伊朗将不再遵守伊
核协议中关于研发的限制，并将开发
新型离心机。

孙德刚预测：“鉴于美国单方面退
出核协议，违约在先，且对伊朗进行了

‘极限施压’和全方位制裁，伊朗推动弹
道导弹技术研发决心更强，甚至会针锋
相对，突破伊朗核协议的部分条款，甚
至重启核计划。”

上图：8 月 27 日，在伊朗德黑兰，伊
朗总统鲁哈尼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

鲁哈尼27日表示，伊朗与美国重启
对话的前提是美方重返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谈判只能在伊核协议框架下进行。

新华社发

首次制裁伊朗航天机构

美国继续极限施压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美国近日
对伊朗民用航天机构和两个研究机构实施
制裁，原因是这些机构经证实正在推进伊
朗的弹道导弹项目。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
认，并认为自己有权研制用于防御目的的
常规导弹，无意部署核武器。这是美国首
次制裁伊朗航天项目。这一决定使美伊关
系改善的节奏再次被打断，两国关系出现
恶化趋势。

环 球 热 点

国 际 时 讯

中阿巴外长举行第三次对话
9月7日，第三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外长对话在巴基斯

坦伊斯兰堡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阿富汗外长拉巴
尼、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出席。

王毅表示，当前，南亚局势出现深刻复杂变化。美国和阿富
汗塔利班和谈取得积极进展。阿富汗和平与和解面临重大机遇。
一些历史遗留的争议问题再度升温，本地区和平稳定受到影响。
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大行其道，发展中国家利
益面临威胁和挑战。

王毅指出，三国应共同努力，在推动“阿人主导、阿人所
有”的阿富汗和解进程，促进阿巴关系改善，推进三国务实合
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三国外长同意通过“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推
动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开
展三国互联互通项目；并通过了三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谅解备忘
录首批落实项目清单。三国外长还同意，2020年在中国举行第四
次三方外长对话。

以色列轰炸多个哈马斯军事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7日深夜发表声明说，当晚以军战机轰炸了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位于加沙地带的多个军事目标。
声明说，当日以军出动战机轰炸了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北部

和中部的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当日来自加沙地带的一次武装无
人机袭击。

7日早些时候，一架武装无人机从加沙地带起飞进入以色列境
内，并向一辆以军车辆投掷了一个爆炸装置。据巴勒斯坦媒体报
道，这是加沙武装人员首次针对以军目标发射携带爆炸装置的无
人机。截至目前，以巴双方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应对
来自加沙地带的所有“侵犯”行为负责，任何伤害以色列平民或
士兵的企图都将得到“有力的回应”。

近期加沙局势趋于紧张。巴勒斯坦民众6日在加沙地带与以色
列交界地区举行抗议活动并与以军士兵发生冲突，2名巴勒斯坦少
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另有76人受伤。

澳大利亚东部两州发生大面积林火
澳大利亚东部的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近日发生大面积林

火。截至8日中午，着火点已超过107处，昆士兰州至少20座建筑
被烧毁，新南威尔士州过火面积超过7.8万公顷。

昆士兰州有关部门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干燥和大
风天气在未来几天内仍将持续，控制火势蔓延的工作将面临很大挑
战。目前该州着火点有57处，是该州历史上最严重的春季林火。

昆士兰州有关部门同时宣布，受林火影响，9所学校将于9日
关闭。目前该州尚无人员因林火死亡或失踪的报告。

台风“玲玲”造成朝鲜5人死亡
朝中社8日援引朝鲜国家紧急灾害委员会的统计报道说，截至

目前，过境朝鲜的今年第13号台风“玲玲”已造成5人死亡、3人
受伤，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报道说，除上述人员伤亡外，朝鲜全国 210 余幢住宅以及 15
幢公共建筑受损或浸水，其中住宅部分涉及460多户居民。

朝鲜中央电视台 7日和 8日播出的新闻画面显示，朝鲜一些城
市街道两侧的树被台风刮断，路面有积水，一些城市建筑屋顶受损。

今年第 13 号台风“玲玲”7 日起自南向北穿过朝鲜，引发多
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致使朝鲜不少地区受灾。在台风到来前
后，朝鲜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相关防灾抗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均据新华社电）

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已
于 9月 1日至 6日对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进行访问。此
番国事访问后，文在寅已实现对东盟所有成员国的访
问。在日韩贸易纷争不断的背景下，文在寅此时选择出
访东盟三国引人注意。

出访成果不断

9月2日，泰国总理巴育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总理府
举行会谈，两国签署6份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1份《韩泰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两国还同意设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
以促进韩国在泰国的投资。文在寅表示，泰国是韩国政
府积极推进的“新南方政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韩国时隔 7年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据韩联社报道，
两国签署 《韩缅对外经济合作基金贷款相关的基本协
定》，缅方将专设韩国咨询台解决韩国企业在缅困难。双
方还将成立高级别定期合作机制“韩国-缅甸通商产业合
作联合委员会”。

文在寅在9月3日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时，两
国还签署了 《关于海运、造船厂现代化、港湾及物流设
施开发管理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文在寅9月5日抵达老挝万象，这是韩国总统对老挝
的首次访问。文在寅在会见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时表示，
老挝有“东盟的物流枢纽”和“东盟的蓄电池”之称，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韩国希望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
繁荣，希望把“汉江奇迹”移植为“湄公河奇迹”。

争取他国支持

本次出访也是日本对韩国实施贸易限制措施以来，
文在寅的首次出访。据 《韩民族日报》 报道，文在寅此
访最受关注的部分是他能否得到亚洲国家在强征劳工案
上对韩国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董向荣研究员表示：“在日韩矛盾的大背景下，文在寅
发言内容涉及针对日本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把
贸易和经济产业链的相互依存用作武器手段应对历史问

题的行为。文在寅也有争取其他国家支持的意图。”
另外韩国舆论认为，除了深化韩国与东盟国家的经

济合作、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今年下半年在韩举行
的韩国-东盟特别峰会外，在韩日矛盾加剧的大背景下，
文在寅此行还意在进一步推进“新南方政策”，寻求实现
贸易多元化。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青瓦台经济幕僚朱亨
喆表示，此访最大成果在于三国重申支持韩方所推进的
新南方政策。

新南方政策是文在寅上台后提出的对外经济政策之
一，以建立面向人民、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伙伴关系为核
心，旨在大力发展韩国与东盟国家以及印度的关系。

缓和日韩关系

一味迫使东盟在日韩关系中选边站，无疑会加剧
日韩关系裂痕。不过文在寅也留下了外交转圜余地，
在出访东盟三国前，文在寅接受了泰国 《曼谷邮报》
的书面采访。文在寅就日韩关系表示：“只要日本走进
对话之门，我愿意欣然携手合作。”文在寅还呼吁作为
日韩两国近邻和伙伴的东盟凝聚力量促使日本走向外
交谈判道路。

东盟与日韩年内达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或能缓和日韩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是由东盟十国发起，共计 16个国家参与的诸边自由贸易
协定。泰国总理府在与文在寅会谈后发表声明，表示泰
国和韩国同意在今年年底寻求完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的谈判。

董向荣认为，此前日韩与东盟的合作多是在“10+
3”、“10+6”的框架之下，实际上是东盟一直扮演凝聚核
心的角色。目前大家的共识是在年内达成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成功达成协定，那么日韩和东盟
经济体的建立会促进区域内成员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在
全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背景下，两国共同选择以加强
和东盟的关系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如果因为日韩矛盾而
影响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也是区域各成
员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韩国总统6天访3国

东盟能缓和日韩关系吗？
韩国总统6天访3国

东盟能缓和日韩关系吗？
栾若曦栾若曦

9 月 8 日，一年一度的
风筝节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邦
迪海滩举行，吸引大量市民
前来观看。

上图：海滩上扬起形态
各异的风筝。

左图：风筝节现场的
市民。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风筝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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