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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伊朗导弹攻击中“零伤亡”的背后——

完成“相称反击”美伊“有意收手”
美国方面8日称，驻伊拉克

美军在伊朗报复性导弹打击中
“零伤亡”。伊朗方面说，已经“完
成”“相称反击”。媒体分析，双方
似乎都“有意收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日
上午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称美军

“没有伤亡”，基地“仅受最小损
失”。特朗普把美军“零伤亡”归功
于防范周密，预警系统起效。美国
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和参谋长联
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给出同样说
法。米利强调，阿萨德基地制定疏
散方案，设有掩体，配发防护装
具。副总统迈克·彭斯告诉美国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美方“数天前就
收到情报，可能受到袭击”。

伊朗提前向伊拉克通报打击
行动。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阿迪
勒·阿卜杜勒—迈赫迪的发言人
8 日早些时候说，“7 日午夜刚
过”，伊朗传递“口头信息”，说“已
经或即将开始”打击，只是没有通
报具体打击地点。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伊

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
里夫8日在伊拉克驻伊朗大使馆
证实提前向伊拉克方面通报，说
伊朗“高度重视伊拉克主权和领
土完整”。

不清楚伊拉克方面是否把信
息及时告诉美军。埃斯珀和米利
否认从伊拉克方面收到预警。按
照他们的说法，美军反而“试图及
时给他们（伊拉克）预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
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白宫一些
官员越来越相信，伊朗方面“有意
避开”美军人员密集区域。

但是，米利不认同这类看
法。他强调，伊方导弹弹头重量
从大约 500公斤至 1000公斤，
威力巨大，“依我个人看法，（伊
方）有意损毁建筑、车辆、装备和
飞机”。

特朗普在白宫讲话，一上来就“高兴
地告诉大家，美国人民应该极为庆幸”，
没有美方人员伤亡。

“伊朗似乎正在收手，这对相关各方
是好事。”他接着说。

他谈及伊朗“涉恐”行为，历数苏莱
曼尼“罪状”，再次抨击他已下令退出的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说“永远不会”允
许伊朗有核武器。

特朗普夸耀美国军力，称在他治下美
军“焕然一新”“更加强大”，导弹“大、准、狠、
快”，且“正在建造大量高超音速导弹”。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动用
它，我们不想动用。”他说，美国军事和经
济实力“都是最佳威慑力”，将“立即”对
伊朗施加更多经济制裁。

只是，以打击“伊斯兰国”为例，特朗
普谈及伊美合作，说这一极端组织“是伊
朗的天然敌人”，美伊“应该就这件事及
其他共同的优先事项合作”。

最后，他向“伊朗人民和领导人”喊
话，希望伊朗有“远大未来”，称美方“准
备拥抱和平”。

伊朗方面暂时没有回应特朗普讲
话。外交部长扎里夫先前在“推特”写
道，伊方不寻求局势升级或战争，但将捍
卫自身免受任何侵略。伊朗常驻联合国
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8日致信
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说伊朗依
据联合国宪章行使自卫权，“发动并结束
有节制和相称的军事反击”，将“奋力”反
击“任何更多冒险主义”和“侵略”行为。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战争悬崖边勒
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路透社说，美伊双
方似乎都在“收手”，无意进一步扩大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多种迹象
显示，海湾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可能正在
降温。”但一些政界人士警告，美伊仍可
能滑入“相互并不情愿”的战争。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热点问答

普京访叙土，俄中东棋局如何落子？
俄土两国经济依存度比较高、存

在着诸多共同利益交汇点。仅就能源
领域合作而言，土耳其是俄罗斯天然气
在中东地区的最大买家。普京在“土耳
其溪”天然气管道通气仪式上发表讲话
说，仅2019年一年，俄罗斯就向土耳其
输送了240亿立方米天然气。

另外，土耳其拥有横跨欧亚两
大洲的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
充当连接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桥
梁。土耳其是除了乌克兰和白俄罗
斯之外，俄罗斯打通欧洲天然气市
场的另一条重要通道。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俄罗斯始终

把巩固能源外运作为提升本国国际
影响力的一项重要国策。“土耳其溪”
就是俄罗斯成功绕开乌克兰，向土耳
其供应天然气并通过土耳其向南部
和东南部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项
目。据报道，这一项目每年可输送总
计超过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溪”天
然气管道的开通是俄罗斯反制美欧
试图削弱俄罗斯对欧洲供应天然气

“主导权”的一大胜利，是俄罗斯确
保本国战略能源安全的重要一环。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董龙江）

这是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
来，普京首次访问叙利亚首都大马士
革。正如俄罗斯《观点报》评论文章所
指出的：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别无
选择。如果巴沙尔倒台，俄罗斯在叙
利亚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直
试图颠覆民选的巴沙尔政权，美方举
动自始至终遭到俄罗斯坚决反对。

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是一个具
有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安全和经济利
益的传统盟友。几十年来，俄叙两国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全面合
作和密切联系从未中断。

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中，联合国
安理会根据俄罗斯的“化武换和平”倡
议通过相关决议，阻止美国军事打击叙
利亚；在国际反恐联盟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行动始终不见效的背景下，
俄罗斯应叙政府之邀断然出兵，取代美
国占据反恐战争制高点；俄罗斯、土耳
其和伊朗三国主导运作的阿斯塔纳进
程为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叙利亚和谈
创造良好条件……经过这几年的苦心
经营，逐步占据了解决叙利亚问题中的
主导地位。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围绕叙
利亚问题的博弈已从以反恐为主转移
到以叙利亚国内政治安排为主的轨道。

新年伊始，俄罗斯总统普
京先后访问叙利亚和土耳其。
7日在大马士革，普京与叙利亚
总统巴沙尔举行会谈，探讨了
推进叙利亚政治进程等议题。
8日在伊斯坦布尔，普京与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土
耳其溪”天然气管道通气仪式。

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
新的一年里继续布局中东，意
图以中东为突破口推动本国
发展。

俄罗斯如何在叙利亚问题上步步为营？ “土耳其溪”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

靠通气？ 凭自己？ 讲“和平” 齐“收手”

1月8日，日产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记者会。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贝鲁特1月8日电（记者李良勇）黎
巴嫩检方已向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
恩发出传讯，定于9日就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他发
出的“红色通缉令”内容进行问询。

黎巴嫩官方的国家通讯社8日报道，黎巴嫩
检察官加桑·韦达特9日将在贝鲁特对戈恩展开
问询，听取他的证词。同时，戈恩还须就两名黎巴
嫩律师起诉他曾入境以色列并与以方官员会谈一
案提供证词。

8日，戈恩在贝鲁特举行的记者会上否认日本方
面对他的所有指控，并表示打算在黎巴嫩长住。这是
他自上月底从日本逃至黎巴嫩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黎巴嫩检方传讯
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戈恩

1月9日，在日本东京，日本法务大臣森雅
子召开记者会说，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
斯·戈恩非法离境赴黎巴嫩的行为无论在哪一
个国家都不被允许，她指责戈恩企图将其非法
行为正当化。 新华社/美联

日本法务大臣指责戈恩
企图将其非法行为正当化

1月8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
发表电视讲话。 新华社/路透

聚焦中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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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艺工作者
为基层群众送文化大餐

本报嘉积1月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云
维英）1月9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
会、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文联联合主办的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走进琼海市塔
洋镇。来自海南省文联、海南省文艺志愿者协
会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艺术家们与基层群众
一起联欢，为当地的群众送上了一道丰盛的文
化大餐。

活动当天，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为塔洋镇珍
寨村村民带去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表演，舞蹈《美好
新海南》、歌曲《美丽的海岛》《志在宝岛创新创业》
等赢得了村民们的热烈掌声。

海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的10多名美术、书
法家还以现场作画、写春联、剪纸等方式为基层
群众送去新春的祝福和欢乐，营造了浓浓的节
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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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在泰国宋卡举行的亚足联U23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暨2020东京
奥运会男足预选赛C组比赛中，国奥队补时阶段丢球0：1不敌韩国队。在本组
的另一场比赛中，伊朗队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图为张玉宁（左）在比赛
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亚足联U23锦标赛

国奥队补时丢球负于韩国队

文昌举办文体活动迎春节

本报文城1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随着春节临近，文昌市大街小巷多出许
多售卖灯笼、春联以及鲜花的摊点，过年的气氛渐
浓。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文昌市旅文局获悉，从
本月起至2月底，文昌将举办系列文体旅游活动，
丰富群众节庆文化娱乐生活。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0海口贺岁拳击“超级晚”赛
事将于今年2月2日在海口观澜湖举
行。该赛事将聚齐 WBO、WBC、
WBA、IBF四大拳击组织的金腰带，
其中包括3条世界金腰带以及至少2
条洲际金腰带。

这项世界顶级比赛缘何落户海
南？它又能给海南带来什么？赛事主
办方、观澜湖集团副主席朱鼎耀表示，
该项赛事旨在推动海南体育旅游的发
展，并帮助中国职业拳击、职业搏击探
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作为拳击“超级晚”的重头戏，中国
拳迷将见证世界顶级拳王头衔战上演，
超轻量级世界第一、WBC/WBO双料
世界拳王墨西哥人何塞·卡洛斯·拉米
雷斯将在当晚进行超级卫冕战。他的

对手是超轻量级世界综合排名第四的
乌克兰拳手维克托·波斯托尔。中国拳
击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三年，为
期两天的拳击“超级晚”品牌将逐渐发
展成为世界顶级职业拳王争霸赛与其
他顶级体育娱乐资源相结合的超级品
牌，成为海南引进和打造重量级国际
体育比赛品牌、建设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区系列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中国职业拳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数以亿计的拳迷将通过拳击
“超级晚”了解海南岛。赛事联合推广
人盛力世家创始人兼CEO李胜说，本
场比赛将吸引来自全球媒体的关注，
包括ESPN以及拉丁美洲最大的电视
网络Televisa在内的上百家主流媒
体将对本场比赛进行报道和直播，将
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超过
5亿个家庭将见证这场在海南岛举行

的超级大战。
世界最大拳击推广公司 Top

Rank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鲍勃·阿
鲁姆对比赛在海南举办充满了信心。
他说：“海南岛是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地
方，2020贺岁‘拳击超级晚’将通过全
球直播向世界观众呈现海南岛之美。”

朱鼎耀表示，职业拳击是与城市
旅游产品结合非常紧密的运动，在海
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打造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区的战略背景下，观澜
湖集团引入TR拳击赛事进入中国，
孵化成定期定址在海口举行的拳击

“超级晚”，并确定连续三年在中国春
节期间举行，以形成海南传统的贺岁
赛事。目标是使该项国际顶级赛事成
为首个在中国长期落户的世界顶级职
业拳击比赛，打造“赛事+旅游+娱乐”
的全新模式。（本报海口1月9日讯）

贺岁拳击“超级晚”赛事缘何落地海口？

新华社广东江门1月9日电（记
者王镜宇 王浩明）中国男排9日晚在
2020年东京奥运会亚洲区男排资格
赛A组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0：3负于
伊朗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B组头名
卡塔尔队。

赛后双方主教练都承认，因为两
队均已进入半决赛，所以都有所保留。

中国队队长江川说，中国队在关
键分的把握、小球串联处理上没有对
方成熟。伊朗队是亚洲霸主，是中国
队学习的榜样。

以三连胜的成绩获得A组第一
的伊朗队在扣球、拦网、发球、扑救等
技术环节上均占据优势，其中扑救方
面以25：16领先。

此役中国队主教练沈富麟对首发
阵容进行了微调，刘力宾、耿鑫首发出
场，主力江川和张哲嘉分别只打了两
局和一局。开场之后，双方比分交替
上升。在首局19：21落后的时候，刘
力宾的进攻被拦死，伊朗队将领先优

势扩大到3分，沈富麟叫了暂停。暂
停之后，中国队的进攻重回正轨，但无
法将分差缩小，以22：25先丢一局。

第二局中国队的拦防质量上升，
取得8：5的领先。但是，伊朗队耐心地
追成11平。此后双方僵持了一段，在
打到18：19的时候，中国队暴露出在
细节方面的差距。伊朗队利用两次反
击得手和一个探头球的机会连得3分，
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2：18，最后穆萨维
的吊球帮助伊朗队25：20再下一城。

最后一局，伊朗队在9：9之后连
得5分，将比分拉开。最后阶段，伊朗
队让一些替补队员上场感受比赛气
氛，比分定格在25：21。

沈富麟在解释本场轮换阵容的安
排时表示，中国队组队时间短，很多队
员没有太多实战机会，需要通过比赛
进一步观察，这样有利于后面的比赛。

2胜1负获得A组第二的中国队
在11日的半决赛中的对手将是B组
头名卡塔尔队，几天前中国队刚刚在

热身赛中3：1战胜过对方。沈富麟
说，通过那场交锋他感觉卡塔尔队非
常有实力。在半决赛中，中国队将立
足自身，把现有水平发挥出来，一切都
有可能。他希望队员们端正思想，集
中注意力。此外，沈富麟告诉记者，小
组赛首场受伤的主力二传詹国俊及时
复出参加半决赛、决赛的难度很大。

在当天下午进行的B组比赛中，
韩国队3：2战胜卡塔尔队，搭上了半
决赛的末班车。卡塔尔队、韩国队和
澳大利亚队同为2胜1负，卡塔尔队
和韩国队分别积7分和6分晋级半决
赛，澳大利亚队积5分排在小组第三，
无缘四强。

根据国际排联的积分规则，3：0
和3：1取胜的队伍全取3分。打成3：
2的比赛，胜方得2分，负方得1分。

10日是比赛的休息日，伊朗队将
在11日的半决赛中对阵韩国队。在
本次资格赛中，只有冠军队伍能拿到
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奥运男排资格赛中国队负于伊朗
半决赛将战卡塔尔

王蔷无缘深网半决赛
新华社深圳1月9日电（记者荆淮侨）2020

年深圳网球公开赛9日上演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金花王蔷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俄罗斯选手
亚力桑德洛娃逆转，无缘半决赛。

王蔷此役开局顺利，并以6:3先下一城。此
后，亚力桑德洛娃掌控了场上局面，以4：6、3：6连
扳两盘，逆转取胜。

亚力桑德洛娃半决赛中的对手将是两届大满
贯冠军穆古鲁扎，后者当天经过三盘鏖战，轰出
13记Ace球，以6：4、2：6、6：4淘汰哈萨克斯坦选
手迪亚斯。

王蔷赛后表示，这是新赛季第一站比赛，自
己和教练都对目前的表现感到满意。本场第一
盘打完后，第二盘对手熟悉了自己的攻势，打得
更有进攻性。第三盘后段，自己的站位更加靠
前，但对手已经进入了状态，因此很难再找到节
奏赢下比赛。

对于接下来澳网的比赛，王蔷表示：“目前
在一个正确的路上前进，相信澳网应该会发挥
得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