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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1日宣布，他打算本周末前揭晓
已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继任者人选。

知情人士披露，两名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眼下较受特朗普青睐。一
些媒体推断，民主党人阻击特朗普“安插”保守派大法官的希望日渐渺茫。

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21日签
署政令，制裁外国
政府、企业和个人
违反联合国对伊朗
武器禁运令的行
为。美国政府当天
宣布制裁27个关
联伊朗核、导弹和
常规武器项目的个
人和实体。

伊朗政府高
级官员回应，美国
最新举措“毫无新
意”，不会对伊朗
核项目产生任何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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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9月21日电（记
者刘品然）美国政府21日宣布对与
伊朗核、导弹和常规武器项目有关的
实体与个人实施新一轮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布行政
令，宣布对27个支持伊朗核、导弹和
常规武器项目的相关实体与个人实
施制裁和出口管制。行政令说，与伊
朗开展常规武器贸易或就相关武器
提供技术培训、资金支持者，其在美

国的财产将被查封。
另据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扎

里夫当天在出席一场智库活动时表
示，美国新一轮制裁“没什么新意”，
美方对伊朗已施加了所有压力，但伊
朗没有屈服。

美国国务院本月19日单方面
称，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
议中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15
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前联合

国对伊实施的制裁已于美国东部时
间19日晚8时起恢复生效。

安理会成员，包括伊核协议参与
方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多
次重申，美国于2018年5月退出伊
核协议，不再具有启动“快速恢复制
裁”机制的资格。

2015 年 7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
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

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
裁。安理会随后通过第2231号决
议，对伊核协议加以核可。该决议
第11执行段有“快速恢复制裁”机
制内容，但规定只有伊核协议参与
方才可以启动该机制。随着安理会
第2231号决议规定的联合国对伊
武器禁运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18日）迫近，美国开始采取措施，试
图继续维持对伊武器禁运。

特朗普任内已在最高法院成功
任命两名保守派大法官，如果此次提
名再获通过，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
派阵营将成6比3之势，进一步稳固
前者优势。

路透社说，最高法院人员构成
会影响美国社会在堕胎、医保、持枪
权、投票权、总统职权和死刑等诸多
议题上的立场倾向。《金融时报》认
为，最高法院趋于保守意味着即便
特朗普输掉总统选举，共和党也赢
得“持久胜利”。

目前在参议院，共和党占53席，
民主党占47席。两名共和党籍参议
员苏珊·柯林斯和莉萨·穆尔科斯基
先前表示，应由大选胜利一方提名大
法官。

但多家媒体分析，民主党人若想
阻击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至少
还需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倒戈”，因
为即便支持与反对者各达50人，副总
统迈克·彭斯仍有权投出关键一票。

从多名参议员21日的表态看，
民主党胜算不大。被视为较有“倒
戈”可能的3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查
克·格拉斯利、科里·加德纳和乔尼·
恩斯特当天明确表示会跟随总统脚
步。另一名多次批评特朗普的共和
党人米特·罗姆尼则不愿表态。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
乔·拜登先前呼吁共和党籍参议员

“秉持宪法义务和良心”，把大法官提
名事宜留到大选后处理。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21日向掌控参议院的共
和党同僚喊话，希望大法官提名表决
能在11月总统选举前举行，声称“有
大量时间”筹备。

最高法院常设9名大法官，人选
由美国总统提名，但任命须获得参议
院过半数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米奇·麦康奈尔21日也声称年内付
诸表决“时间充足”。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按照麦康
奈尔的说法，21日距11月3日选举
日尚有43天、距本届国会会期结束
104天，因而有可能在选举日和新一
届国会明年初履职之间举行表决。

麦康奈尔2016年曾以时逢选举
年为由拒绝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提名候选人，接替当年2月去世的保
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他现
在坚决推动快速“补缺”，被民主党人
批评“虚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
克·舒默说，麦康奈尔等参议院共和
党人“似乎准备向全世界宣告，他们
说话根本不算数”。

但共和党方面辩称“今时不同往
日”，眼下白宫和参议院均由共和党把
持，而4年前奥巴马政府已是“跛脚鸭”。

另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披
露，金斯伯格生前告诉孙女，她不想
让参议院今年内就其继任者提名表
决。舒默说，应尊重逝者“遗愿”，明
年再举行提名表决。但特朗普怀疑
报道不实，可能出自民主党人编造。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
正把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从五人缩小至
一到两人，预期25日或26日公布最终
人选。

多家媒体注意到，特朗普预定公布
人选时间甚至早于金斯伯格下葬时间。
金斯伯格18日病逝，她的遗体23日至
25日将先后在最高法院和国会接受瞻
仰，下周才会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设在芝
加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
米·科尼·巴雷特和设在亚特兰大的联邦
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芭芭拉·拉戈
亚眼下是热门人选。

特朗普21日已在白宫与巴雷特会

晤，称后者“非常受尊重”。他透露，可能
本周晚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与
拉戈亚见面，“我不认识她，但我听说她
很出色”。

知情人士向美联社披露，白宫内部
似乎担忧拉戈亚的保守派立场不够坚
定，巴雷特更占优势。特朗普2018年
曾考虑让巴雷特填补大法官空缺，后转
而提名布雷特·卡瓦诺。特朗普当时私
下透露，他“留着”巴雷特以备接替金斯
伯格。

特朗普还承诺与其他候选人会晤，
并明确表示他所作选择可能关乎政治。
拉戈亚知名度虽不高，却是古巴裔，来自
选举关键州佛罗里达。

特朗普为何 提名大法官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21日说，美国
最新宣布的制裁措施“没什么新意”。

扎里夫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一场视频会议
上说：“美国已经使用所有可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美
国希望这些制裁能让伊朗人屈服，但没有成功。”

美联社报道，绝大多数21日纳入美国制裁清单的
实体或个人此前已经受到美方制裁。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鲁兹·卡迈勒万迪说，
美方最新制裁不会对伊朗原子能组织的活动产生任何
影响。“这是美方的绝望之举，不会对伊朗核项目产生任
何影响。”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分析师伊丽莎白·罗森伯
格告诉路透社记者，美方最新制裁不会增加对伊压力，

“美国已经严厉打击伊朗，新举措……不会（给伊朗）带
去显著创伤”。

美国国务院19日单方面声称，根据安理会第2231
号决议中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15年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达成前联合国对伊实施的制裁，已于美国东部
时间19日晚8时起恢复生效。

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多
次重申，美国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不再具有启动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资格。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根据特朗普签署的政令，任何违反联合国对伊朗武
器禁运令的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将受到美国制裁。

多名消息人士先前告诉路透社记者，如果与伊朗做
武器交易，外国企业或个人将受美国政府“次级制裁”，
无法接触美国市场。

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31号决议，联合国对
伊朗武器禁运定于10月终止。美国先前寻求安理会延
长这项禁运令，决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政府19日单
方面宣称“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威胁联合国会员
国若不执行制裁将“面临后果”。

特朗普21日签署政令不久后告诉媒体记者：“美国
已经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我今天的举动就是向伊
朗政府和国际社会拒绝抵制伊朗的各方释放明确信号。”

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对27个实体和个人施加制裁和
出口管制，指认他们关联伊朗的武器“扩散网络”。这些
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伊朗武装部队后勤局、伊朗国
防工业总局及其主管迈赫达德·阿克拉吉-凯塔卜希。

伊朗军方物流分支、伊朗原子能组织数名高级官员
以及与研发弹道导弹的沙希德·赫马特工业集团相关的
人士也在受制裁之列。

美联社报道，这些制裁对象将被禁止与美方商业往
来，在美资产将被冻结。如果外国政府、企业或个人与
制裁对象做交易，可能受“牵连”。

9月21日，工人在位于马来西亚雪
兰莪州塞里肯邦岸的“奇香”食品公司厂
房内制作潮州月饼。

年逾八十的许美声老先生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在吉隆坡创立了“奇香”品牌，以
“前铺后居”的方式开始售卖南洋一带很
受华人欢迎的食品沙琪玛。经过多年的
坚持和努力，“奇香”搬进了更大的厂房，

“奇香”制作的产品也逐渐趋向多元化，业
务拓展到了年饼、月饼这些“时令”糕点食
品。“奇香”的月饼除了常见的广式月饼，
还有较为少见的潮州月饼。祖籍潮州的
许美声在十几岁时学习了潮州月饼的制
作方法，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良，在保
留传统风味的同时，让配方也更加健康。

新华社发（张纹综 摄）

中秋“奇香”飘南洋 传统月饼迎创新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21日确认，涉嫌
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寄含蓖麻毒
素信件的女子还向美国得克萨斯州5个
地址寄去有毒信件。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发言人夏尔·普
瓦里耶说：“我们认为一共寄出6封信，
一封寄去白宫，5封寄去得克萨斯州。”

加拿大警方21日搜查魁北克省南
部城市蒙特利尔郊区一幢公寓，这幢公
寓关联寄有毒信件的女子。

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
调查这些寄往得州南部执法部门和监狱
的有毒信件。暂时没有发现这些有毒信
件关联恐怖组织。

寄有毒信件的女子20日在美国纽
约州布法罗市附近的美加边境遭逮捕。
这名女子有加拿大和法国国籍。纽约西
区联邦法院发言人说，这名女子定于美
国东部时间22日下午4时出庭。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警方调查邮寄有毒信件女子

英国老翁杰克·赫恩9月刚过完97
岁生日。他有一个特别的生日愿望：晋
升柔道最高段位十段。

英国《泰晤士报》22日报道，赫恩来
自诺森伯兰郡克拉姆灵顿，近70年前学
习柔道，至今练习并教授柔道。

赫恩于2010年取得柔道九段资格，
依据柔道评级规则，必须在这10年后才
能晋级。他回忆说，自己10年前被叫到
埃塞克斯，“我在那儿被授予九段资格。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

柔道界一名资深人士对《泰晤士报》
说，赫恩今年“极有可能”晋升十段。

赫恩说，自己现在仍能做所有的柔
道动作，只是比几年前慢了一些。他说：

“我现在每天在家训练。因为我的年龄，
我尽量不与公众过多接触。”

赫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陆
军服役，曾驻扎北非和意大利。他1951
年在一家俱乐部开始学习柔道，3年后
与兄弟开办了自己的柔道俱乐部，教授
柔道。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柔道十段！英国97岁老翁生日愿望

这是9月21日拍摄的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花园内景色。
夏末秋至时节，奥地利维也纳当日天气晴好、温度适宜，不少市民选择来到维也

纳市著名的美泉宫花园内休闲、赏景。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维也纳：秋至美泉宫

博茨瓦纳政府官员21日证实，蓝藻
毒素是导致近期数百头大象离奇死亡的
元凶。

博茨瓦纳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管理
局首席兽医官姆马迪·雷乌本21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最新检测发现，蓝
藻产生的神经毒素是那些（大象）死亡的
原因。”调查人员在水中发现这种毒素。

蓝藻是一类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单
细胞原核生物，能产生毒素，也称为蓝
细菌。

雷乌本说，尽管锁定蓝藻毒素，围绕
那数百头大象离奇死亡仍有许多问题等
待解答。“比如为什么只有大象死亡以及
为什么只集中在那个区域。”雷乌本说，
他们有几个假设，正在调查验证。

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副主任
西里尔·陶洛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迄今博茨瓦纳确认死亡的大象已从7月
报告的281头上升至330头。博茨瓦纳
现有大象大约13万头。

刘秀玲（新华社微特稿）

博茨瓦纳锁定致死数百头大象元凶

英国广播公司（BBC）21日报道，美
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网站上最近销售
一款涉嫌种族歧视的棒球帽，遭投诉后
下架。

棒球帽为黑底，白色前额部分用黑
色字体印着“黑人命不贵”，由一个第三
方卖家出售，标价12.96英镑（约合113
元人民币）。卖家的宣传语说，棒球帽

“质量好”、设计“独特且时髦，抓人眼
球”、外观“优雅”，是赠送亲友“佳礼”。

棒球帽现已遭下架处理。
英国埃塞克斯郡出庭律师亚历山

德拉·威尔逊向亚马逊举报这一商品。
现年25岁的威尔逊本人曾遭遇种族歧
视，认为亚马逊竟出售这种商品“实在
令人羞愧”。

威尔逊说，亚马逊在接到多人举报
后仍耗费不少时间才下架商品，让人倍
感失望。“理应立刻下架种族主义物品。”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亚马逊售“种族歧视帽” 挨批后下架

再挥“大棒” 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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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硬气回应：无新意！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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