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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朝鲜反对 韩美下月军演

韩国知情人士
21日披露，尽管朝鲜
本月警告韩美军演
将影响朝美磋商重
新启动，韩国和美国
仍然打算 8月举行
“19-2同盟”联合军
事演习。只是，韩美
考虑给这场军演换
代号，显然有意掩人
耳目。

韩联社21日以多名韩国官员为
来源报道，韩国和美国打算 8月初
举行“19-2同盟”指挥所演习，为期
三周。

朝美首脑去年6月会晤，美方随
后宣布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美韩随后

商定终止三大军演，分别是每年春季
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八九月的“乙
支自由卫士”，代之以小规模演习。

其中，“关键决断”这一代号停用，
改为韩文名称“同盟”，韩美今年3月
举行的第一次“同盟”指挥所演习因而

改为“19-1同盟”；“乙支自由卫士”得
以拆分，其中韩国政府负责的“乙支”
与韩国军方负责的“太极”合并为“乙
支太极”演习，“自由卫士”则改版为

“19-2同盟”韩美联合演习。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20

日在美国阿斯彭学会年度战略论坛
上说：“据我所知，特朗普总统没有
说要取消即将到来的这场军演。”这
名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19-2 同
盟”以电脑模拟为主要形式，不是实
兵野战演习。

执意军演

韩国官员说，韩美双方正在考虑
是否给下月举行的“19-2同盟”联合
演习换代号。据他们推测，可能弃用

“同盟”这一代号。韩联社分析，韩美
考虑给8月联合军演更名，显然是考
虑朝鲜方面先前警告。

朝鲜外务省16日发表声明，警告

美国和韩国一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将影响朝美重启关联半岛无核化谈判
的“工作层面磋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6月30日在位于朝
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会面，是两
人第三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金正

恩同意重启两人2月越南会晤以后停
滞的朝美工作层面磋商。

在一份由朝鲜中央通讯社播发的
声明中，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6日说：

“朝美首脑在板门店会面不到一个月，
美国就打算重新启动它在最高层面亲
自承诺停止的联合军事演习。”

朝方指认韩美联合军演针对朝
鲜，是“战争预演”，“美国单方面食言
让我们逐渐失去继续履行对美承诺
的理由”。朝方暗示，如果美韩举行
军演，朝方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遵守
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
承诺。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考虑改名

伊朗发布扣押英籍油轮细节
伊朗多家媒体20日报道，伊方扣押一艘英国籍油轮，缘于这艘油轮与一艘伊朗渔船相撞以及违反多项规定。
这是伊方首次披露扣押英国籍油轮的细节。同一天，英国一名高级官员说，就油轮遭扣押事件向伊朗动武“极度不明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法
尔斯通讯社等媒体报道，悬挂英国
旗的油轮“史丹纳帝国”号通过扼守
海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时，与一艘伊
朗渔船相撞，造成损失。

伊朗媒体报道，“史丹纳帝国”

号撞击渔船后“无视”后者发出的
信号，渔船因而向伊朗港口与海
事组织报告这一事件，港口与海
事组织随后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报告，革命卫队指示“史丹纳帝
国”号驶往南部的阿巴斯港接受
调查。

报道说，依据相关安全规定，
“史丹纳帝国”号的23名船员全都
留在船上。

革命卫队19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史丹纳帝国”号通过霍尔木
兹海峡时没有遵守国际海事法
规。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以
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史丹纳帝
国”号违反三项规定，分别是关闭
全球卫星定位设备、经由出海峡
的南线航道“逆行”进入海峡、无
视革命卫队警告。

油轮运营方瑞典斯特纳布尔克
公司19日告诉媒体记者，“史丹纳帝
国”号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俄罗

斯、拉脱维亚和菲律宾，没有船员受
伤报告。

印度和菲律宾政府20日说，正
在与伊朗方面联系，寻求伊方释放
船员。

另外，伊朗多家通讯社19日报
道，革命卫队当天没有扣押悬挂利
比里亚旗帜、由英方运营的油轮“迈
斯达尔”号。按照油轮运营方的说
法，“武装警卫人员”一度短暂登船，
随后放行油轮。

事出有因

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伊方首次
就扣押油轮给出“技术性解释”，显
示伊方有意为紧张局势“降温”，英
方同样显示这一态度。

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汤姆·图根达特20日说，阿巴斯港是
伊方重要港口，有武装力量把守，

“我认为军事选项极度不明智”。
图根达特同时说，驱逐伊朗驻

英国大使“没有用”，因为“现在最重
要的是保持对话”。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
特 19 日晚说，无法接受伊朗
方面扣押油轮的做法，英方正

在寻求以外交方式、而不是军事
手段解决问题。但他同时警告，
如果事件得不到迅速解决，“会有
严重后果”。

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
20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伊
朗方面决心保卫海湾地区和霍尔
木兹海峡的安全。他呼吁英方不
要成为美国政府“经济恐怖主义”
的“帮凶”。

美方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随后恢复并追加对伊制
裁。“史丹纳帝国”号遭扣押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方官员

将与英方讨论这一事件；美国军方
19日增派无人驾驶侦察机，加强对
霍尔木兹海峡的空中巡逻。

英方本月 4 日在其海外领地
直布罗陀附近水域扣押一艘装载
伊朗原油的油轮，指认它向叙利亚
运送原油，违反欧洲联盟对叙利亚
的制裁。直布罗陀最高法院19日
下令，延长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
轮，期限30天。

伊方多次敦促英方释放“非法扣
押”的油轮，说它遭拦截时处于国际
水域，且并非向叙利亚运送原油。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双方克制

⬇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6
日强烈谴责英国扣押装载伊朗原油
的油轮的行为，要求英方立刻释放
被扣押的伊朗油轮。 新华社/美联

7月20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
射场，三名宇航员向人们挥手致意。

莫斯科时间20日19时28分（北京时间21
日凌晨 0时 28分），载有三名宇航员的“联盟
MS-13”飞船搭乘“联盟-FG”运载火箭，从位于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俄罗斯
国家航天公司21日发布消息说，“联盟MS-13”载
人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顺利对接。新华社/法新

俄载人飞船
顺利对接国际空间站

人类登月录像带
182万美元拍卖

苏富比拍卖行20日、即人类登月50周年纪
念日当天以182万美元（约合1252万元人民币）
拍卖3卷记录人类登月的原始录像带。

这3卷录像带所记录的内容合计时长2小时
24分钟，记载1969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指挥中心
所见到的登月行走过程，从已故宇航员尼尔·阿姆
斯特朗踏上月球第一步直到宇航员与时任美国总
统理查德·尼克松通话。

苏富比拍卖行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这3卷
录像带记录的经典画面曾在全球播放，原始录像
带的图像“更清晰”。

美国男子盖里·乔治是录像带原来的主人，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航天局实习，1976年6月
在航天局一次拍卖会上花217.77美元购得1150
卷磁带。他后来出售或捐赠大部分录像带，但经
父亲提示留下了注有“阿波罗 11号舱外活动
1969年7月20日，第1（2、3）卷”字样的三卷录像
带。2008年，乔治看到消息说航天局正寻找登月
原始录像带，才意识到这三卷录像带的价值。

苏富比拍卖行没有披露买家信息。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新款可穿戴设备
利用膝盖弯曲发电

新华社华盛顿7月20日电（记者周舟）中国
科研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应用物理通讯》杂志上发
表论文说，他们开发出一种可穿戴在腿上的发电
设备，通过捕获人行走时膝盖弯曲产生的动能发
电，有望用于为可穿戴健康监测仪等供电。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教授
廖维新及其团队利用压电纤维材料和连杆，设计
出含有类似发动机曲柄结构的设备，该设备重量
只有307克。它被穿戴在腿上后，可捕获人体行
走时膝盖自然弯曲产生的动能，并转换为电能。

穿戴这种设备的人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行
走时，设备输出功率为1.6微瓦特。研究人员对
比了受试者穿戴与不穿戴这种设备行走时的呼吸
状况，认为穿戴这种设备步行不需要额外出力。

此前一些可穿戴的能量采集设备利用人行走
时带来的震动发电，效率较低。廖维新说，人的步
行频率很慢，从震动中收集能量的效率较低，而此
次研发的设备利用膝盖弯曲产生的动能发电，绕
过了这一限制。研究人员认为，新的人体动能采
集技术有望促进可穿戴设备发展，使可穿戴健康
监测仪等实现“自供电”，使用者可以摆脱经常需
要充电带来的不便。

新华社第比利斯 7 月 20 日电
（记者李铭）格鲁吉亚国防部20日说，
将于本月27日开始在格境内举行代
号为“敏捷精神2019”的多国联合军
事演习。

据格国防部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声
明，此次军演将从7月27日持续至8
月9日，将在格境内的塞纳基、奥尔波
洛和瓦贾尼三处军事基地举行。

声明说，来自美国、英国、波兰、土

耳其、乌克兰等14个北约成员国和北
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参与国的
3000 多名军事人员将参加此次军
演。本次军演旨在增强各国军队的协
同训练和作战能力，以“维护黑海地区

的稳定和安全”。
声明说，这将是格鲁吉亚第九

次举行代号为“敏捷精神”的联合
军演，也将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一次。

2011年以来，格鲁吉亚与美国
每年都在格境内举行代号为“敏捷
精神”的军事演习。2015年，这一演
习首次由格美两国参与扩大为多国
参与。

多国联合军演将在格鲁吉亚举行

伊朗油轮遭延期扣押 伊美无人机事件存谜团

英国海外领
地直布罗陀最高
法院19日下令，延
长扣押一艘装载
伊朗原油的油轮，
期限30天。同一
天，美国和伊朗就
美方是否击落伊
方一架无人驾驶
飞机各执一词。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19日晚说，
无法接受伊朗方面扣押油轮的做
法，英方正在寻求以外交方式、而不
是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如果事件得
不到迅速解决，“会有严重后果”。

英国油轮遭扣押后，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方官员将与
英方讨论这一事件；美国军方19日
增派无人侦察机，加强对霍尔木兹
海峡的空中巡逻。美军中央司令
部发言人厄尔·布朗说：“我们有
巡逻机在国际空域执行任务，监控

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连续两个

多月发生油轮遇袭事件，数艘来自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挪威和日本的油轮遭到袭击。美
国指认伊朗是黑手，伊朗否认，指

认美国做局陷害。
美联社报道，伊朗扣押英国油

轮事件，或许是美国5月向海湾派
遣航空母舰打击群、轰炸机特遣队
并宣布向中东增兵以来伊朗与西方
国家紧张关系一次“最显著升级”。

英方寻外交解决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8日
说，美国海军击落一架伊朗无人
机。如果属实，那将是美伊两国首
次直接军事对峙。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伊方无人
机带着“挑衅和敌意”飞到距离美军

“拳师”两栖攻击舰1000码、即大约
900多米范围内，无视美方数次警
告后遭到击落。

伊朗否认双方交锋。伊朗半
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以军方高级
发言人为消息源报道，所有海湾和
霍尔木兹海峡隶属伊朗的无人机
执行识别和控制任务完毕，“安全
返回基地”。

那名发言人说：“没有收到‘拳
师’号出现任何反应的报告。”

不过，美方官员告诉路透社记
者，美军以电子干扰方式“击落”伊
方无人机。

伊斯兰革命卫队19日说，有意

公开那架美方声称“击落”的无人机
所拍摄照片，尤其是“击落后”时段
拍摄的照片，以证明美方说法不
实。不过，伊方没有提及发布照片

的具体时间。
海湾形势近来紧张，美国派出

航空母舰作战群和远程战略轰炸机
前往这一地区，向伊朗施压。伊朗
随后击落美军无人机，双方各执一
词，险些“走火”。美国政府指认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沿岸多艘油轮遭伊
朗袭击，伊方否认。

一些分析师认定，尽管双方言
辞交锋激烈，但各自显现克制。

伊方18日提出如果美国放弃
制裁，伊朗愿意更大程度配合核项
目监督。

虽然美国不认可这一提议是双
方启动对话的“抓手”，但仍然为外
交解决方案留出余地。

田野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热浪造成至少6人死亡

全美将近1.5亿人
遭高温“炙烤”

美国中部和东部大片地区连日遭热浪侵袭，部
分地区体感温度高达46摄氏度；纽约、芝加哥等城
市原定举行的体育赛事或庆祝活动因天气酷热而取
消。法新社报道，全美将近1.5亿人遭高温“炙烤”。

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中西部平原至东部沿海
地区热指数可能达到43至46摄氏度。多座城市
20日热指数在40摄氏度上下徘徊：首都华盛顿
中午41摄氏度，傍晚预期升至44摄氏度；波士顿
中午39摄氏度，傍晚预期升至40摄氏度；纽约中
午38摄氏度，傍晚预期升至43摄氏度。美国国
家气象局提醒民众，高温和高湿度天气容易导致
中暑等病症，需要防范。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日报道，连日席卷美国多
个地区的热浪造成至少6人死亡，包括东部马里兰州
4人、西南部亚利桑那州和中南部阿肯色州各一人。

由于高温天气，原定21日举行的纽约铁人三
项赛自2001年举办以来首次取消。大约4000名
选手报名参加比赛，其中不乏来自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运动员。纽约铁人三项赛组委会说，注册选
手的报名费将全额退还。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无人机谜团

美国海军“拳师”号两栖攻击舰(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