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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1月7日电 伊朗
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
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一项紧急动
议，将美国军队、美国国防部列为“恐
怖组织”。

报道说，伊朗议会当天投票通

过一项紧急动议，决定将美军、美国
国防部列为“恐怖组织”，将美国国
防部所有人员、下属机构以及策划、
实施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美军指
挥官列入黑名单。

根据这项动议，伊朗政府将向
“圣城旅”拨款2亿欧元，以加强其防
御能力。伊朗方面未透露这项动议
的更多内容。

伊朗外长扎里夫7日在接受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美军

杀害苏莱曼尼是一种国家恐怖主
义行为。

本月3日，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
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亡。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随后发表声
明说，伊朗方面将对这起事件进行

“强硬复仇”。
2019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
“恐怖组织”。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
员会则宣布将美军中央司令部及其
驻西亚军队认定为“恐怖组织”。

伊朗议会通过一项紧急动议

将美军和美国防部列为“恐怖组织”

苏莱曼尼魂归故里苏莱曼尼魂归故里
葬礼踩踏致死葬礼踩踏致死4040人人

美国提防伊朗“重大”报复行动

伊朗会祭出哪些招儿
“以牙还牙”？

美国政府官员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
尼的葬礼结束后，伊朗可能在几天内发动
某种形式的“重大”袭击，以报复美军空袭。

美军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军事准备有
所加强，暂时无法判断是为了加强防御还
是准备发动军事袭击；一些伊朗舰船已驶
离基地，有能力迅速发动攻势。

美军官员6日告诉美联社记者，伊朗可
能尝试“以牙还牙”，袭击级别较高的美军将

领。驻伊拉克美军已加强戒备，中止针对伊
拉克安全部队的全部培训任务，并且从科威
特抽调部队保护在伊拉克美方人员。

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对空袭的具体反
应，将决定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苏莱曼尼死后，
伊朗“除了报复别无选择”，但不易拿捏报
复形式及力度，“回应”较弱难以给国内民
众交代，“回应”过度则容易引发与美国的
全面军事对抗。

直接军事报复
美军情报显示，伊朗拥有高精

确度制导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驾
驶飞机，有能力对美军在中东的军
事基地发动袭击，但这种袭击容易
招致美方激烈回应。

美国一名外交官员6日披露，美国政府
决定不给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
扎里夫发签证，后者原定本周前往纽约出
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

扎里夫去年4月、7月和9月3次前往
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7月与会期间，扎里
夫及伊朗代表团遭美方限定在纽约市一定

范围内活动。
依据 1947 年达成的联合国《总部协

议》，美方通常有义务允许他国外交官入境
参加联合国会议。不过美国政府说，出于

“安全、恐怖主义和外交政策”等原因，美方
有权拒发签证。

田野(新华社微特稿)

2020年，从南北美洲到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将举行选举。在民意分裂加剧的美
国、陷入政治僵局的以色列、社会运动不断的法国、国内局势不稳的玻利维亚和委内
瑞拉，以及韩国、斯里兰卡等国，各自的选举都有哪些看点？

美国大选
特朗普能否连任？

美国大选定于11
月 3日举行。除总统
选举外，国会、部分州
长和海外属地总督以
及地方立法机构也将
换届。

现任总统特朗普
不出意外将获得共和
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阵
营目前仍很“拥挤”，

“内斗”看点颇多：
美国前副总统拜

登能否守住目前的领
先优势？联邦参议员
桑德斯、沃伦等人掀起
的“左翼旋风”能否持
续？纽约市前市长、超
级富豪布隆伯格如何
搅动选战？

以色列议会选举

事不过三？

3月 2日，以色列将
举行一年来第三次议会
选举，这在该国历史上尚
属首次。

此前，以色列先后于
2019年 4月和9月两度
举行议会选举，但由于左
右翼党派势均力敌、互不
妥协，新政府一直未能组
建。第三次议会选举因
此备受关注。

现在没人敢断言第
三次选举能否打破政治
僵局，但相对明确的是，
不管将来哪一方成功组
阁，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
的强硬立场都不会发生
太大变化，以色列也会继
续把伊朗视为头号敌人。

法国市镇选举
前车之鉴？

3 月 15 日至 22 日，
法国将举行地方市镇选
举。去年以来，先有“黄
马甲”运动，后有反对退
休制度改革的大罢工，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法国
陷入严重社会危机。

在2014年举行的上
次市镇选举中，执政的
社会党遭遇“滑铁卢”。
时任总统奥朗德被迫更
换总理，改组政府。这
次选举，极右翼政党的
影响力会否扩大？选民
是否会用选票“脚踢”政
府？这不仅是对总统马
克龙的一场考验，也是观
察法国未来政治走向的
一个窗口。

玻利维亚总统选举

延续“莫拉莱斯路线”？

去年10月底，玻利维

亚政局出现动荡，总统莫拉

莱斯被迫辞职并出国寻求

政治避难。日前，玻利维亚

最高选举法院宣布，将于今

年5月3日重新举行总统和

议会选举。

虽然莫拉莱斯身在国

外，但今年玻总统选举“莫

拉莱斯路线”能否得以延

续？前外长迭戈·帕里等来

自左翼“争取社会主义运

动”党的竞选人与莫拉莱斯

执政理念一脉相承，而反对

派领导人路易斯·费尔南

多·卡马乔、前总统梅萨等

右翼党派竞选人则试图带

领玻利维亚走另一条路线。

委内瑞拉议会选举
马杜罗能否控制议会？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经历了一波三折的 2019

年。年初反对派成员、议会

主席瓜伊多宣布自己为“临

时总统”，倚仗美国等国的

支持，试图逼马杜罗下台。

此后，马杜罗政府顶住内外

压力，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渐

稳定了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今年，马杜罗将迎来另

一场考验：议会选举。委政

府近期已多次表示，要将原

定于今年年底举行的议会选

举提前至年初，并且有信心

从反对派手中赢回议会控制

权。此次选举对于委国内政

局和国际社会对委政府的认

可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国会选举
文在寅的中期考评？

文在寅 2017 年 5 月
出任韩国总统，如今5年
任期已经过半。他将于今
年4月15日迎来“中考”：
第21届韩国国会选举。

目前韩国国会第一大
党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其次是在野党自由韩国
党。近期民调结果显示，
34%的韩国民众支持共同
民主党，自由韩国党的支
持率为29.5%。目前，文
在寅正在推动检察机关改
革，并提出一系列改善民
生的政策。国会选举结果
不仅将影响施政效率，亦
可反映民众对政府工作的
评价，同时也是下届总统
选举的晴雨表。

斯里兰卡议会选举
兄弟能否继续携手执政？

拉贾帕克萨兄弟是斯

里兰卡的明星政治人物。

二人同属人民阵线党，弟弟

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于去

年年底成功当选斯里兰卡

总统，身为党派领导人、现

任总理的哥哥马欣达·拉贾

帕克萨正带领人民阵线党

以赢得今年议会选举为目

标全力冲刺。

目前斯里兰卡议会由
反对派掌控，换届选举预
计可能于 4 月前后举行。
如果人民阵线党赢得多数
席位，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将坐稳总理位置，这意味
着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
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有
望快速落地。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1月7日，在伊朗克尔曼市，人们参加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葬礼。当日，遭美国军方袭击
身亡的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灵柩运抵他的故乡——伊朗东南部城市克尔曼，准备下
葬。民众送葬游行过程中发生踩踏事故，已造成至少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秘密外交对话
这一选项几率不高，但伊朗与美国就阿富

汗、伊拉克等问题都有对抗中开展外交对话的先
例。在全面军事对抗不利于双方利益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共同敌人或者利益交集，外交不失为化
解危机的一个选项。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专家认为，伊朗报复大致有 个选项

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这一海峡是进出海湾的唯一航道，全球五分之

一原油贸易途经这里。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领海安
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一旦发生军事对峙
等事件，可能严重扰乱原油贸易，刺激国际油价上
涨。只是，美方已明确将封锁海峡列为“红线”。

代理人策略
美方认为，伊朗在伊拉克、叙

利亚、也门等国扶植代理人，可以
借助武器援助、军事培训等手段，
由各地区、乃至全球亲伊朗势力对
美方利益及美国盟友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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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拒向伊朗外长发签证

国际上这七场选举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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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在韩国首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总
统府青瓦台发表2020年新年贺词。

韩国总统文在寅7日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
当前朝美对话停滞不前，韩朝关系面临倒退可能，
因此在推动朝美对话的同时，迫切需要寻求现实
方案促进韩朝合作。 新华社/美联

文在寅发表2020年新年贺词说

需寻求现实方案促韩朝合作

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夫人涉嫌作伪证

日本对戈恩妻子发出逮捕令
据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记者姜俏梅）日本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7日以涉嫌作伪证为由取
得对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妻子卡
萝勒的逮捕令，预计未来将通过警察厅要求国际
刑警组织对其发出国际通缉令。

戈恩涉嫌在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让日
产子公司中东日产向阿曼一家代理店支出总计约
11.1亿日元，其中约5.55亿日元被汇入其本人在
黎巴嫩实际拥有的投资公司账户。2018年 11
月，戈恩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以特别渎职罪
逮捕，后缴纳10亿日元保证金后获得保释。2019
年4月戈恩再次被逮捕，同月缴纳5亿日元保证金
后再度获得保释。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表示，卡萝勒在戈恩被
逮捕后，曾按其指示与向其黎巴嫩投资公司汇款的
人会面并进行多次邮件往来，但她在去年4月搜查
阶段证人问询中却表示毫不知情，涉嫌作伪证。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戈恩和卡萝勒身处黎
巴嫩。国际刑警组织已应日方要求对戈恩发出

“红色通缉令”。由于日本和黎巴嫩之间并无罪犯
引渡条约，实现引渡戈恩的可能性较小。

因两架客机失事而停飞的波音737MAX飞机
又发现新问题。美国波音公司日前确认，与飞机操
控有关的电路设计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短路风险。

这是2019年12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州伦
顿拍摄的一架波音737 MAX飞机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波音737MAX再曝安全隐患
与飞机操控有关的电路设计存在问题

1月6日，“猎鹰9”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
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长时间曝光照片）。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6日用一枚“猎鹰9”
火箭将第三批60颗“星链”卫星送入太空，继续搭
建其全球卫星互联网。 新华社/美联

美“星链”计划第三批60颗卫星发射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记者周舟）继
2017年造成轰动之后，由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
力波又一次“现身”。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6日宣布，他们于2019年4月第二次探测
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

通过分析数据，研究人员发现，这次事件产生
一个巨大质量的新天体，其总质量约是太阳的3.4
倍，而在银河系中目前已知的双中子星系统总质
量都不超过太阳的2.9倍。

探测团队成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安娜玛
丽亚·埃弗勒说，这是首次公布单个探测器探测到
的引力波事件。欧洲“处女座”引力波探测器虽然
没有能探测到信号，但有助于追溯信号来源。

2017年，LIGO的两个探测器首次探测到来
自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且有关望远镜捕
捉到这一壮观宇宙事件发出的电磁波信号。这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引力波天文台和电磁波望
远镜同时观测到同一个天体物理事件。

LIGO和“处女座”经过升级后，于去年4月1
日恢复开机，启动第三轮引力波探测。

美探测器再次探测到
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

据新华社开罗1月 7日电（记者吴丹
妮）埃及民航部7日发表声明说，出于安全
考虑，埃及航空公司本月8日至10日暂停
飞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所有航班。

声明说，巴格达安全局势是否改善将决
定埃航停飞措施是否提前结束或到期后继

续延长。埃民航部将与相关机构密切合作，
在恢复飞巴格达航班前对伊拉克安全形势
作出评估。

埃及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说，埃及持续
关注伊拉克局势，希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
紧张局势继续升级。

埃及航空公司暂停全部飞巴格达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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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东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