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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一把火毁了一艘舰 美海军士兵被控纵火
美国海军第三舰队29日证实，

一名士兵受到纵火罪名指控，事关
大约一年前的“好人理查德”号两栖
攻击舰失火事件。

这艘军舰去年7月停泊于加利
福尼亚州圣迭戈海军基地期间失
火，大火4天后才被扑灭。美国海
军后决定报废这艘军舰。

海军第三舰队发言人肖恩·罗伯
逊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士兵被控纵
火和故意危害军舰。火灾发生时，“这
名士兵是‘好人理查德’号上的船员”。

罗伯逊没有公开涉事士兵姓名
及其作案动机以及调查发现什么证
据。嫌疑人可能面临军事法庭审理。

《圣迭戈联合论坛报》报道，嫌

疑人的律师说，嫌疑人不应该为“好
人理查德”号失火事件负责。

去年7月12日早晨，隶属于第
三远征战斗群的“好人理查德”号起
火。圣迭戈基地数百名水兵以及当
地消防人员参与灭火。60多名水
兵和平民在灭火中因受轻伤、高温
虚脱和吸入烟尘等接受治疗。

这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排水
量超过4万吨，1998年正式服役，
2018年开始在圣迭戈海军基地进
行重大升级。据路透社报道，由于

“好人理查德”号起火时正在进行改
造，当时只搭载约160名船员，重型
武器事先被转移。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西巴尔干三国签署协议促进区域合作

7月29日，在北马其顿斯科普里，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右）、阿尔巴尼亚
总理拉马（中）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准备出席斯科普里区域合作经济论坛。

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三国领导人29日签署协议，以促进
西巴尔干地区的区域合作。为期两天的斯科普里区域合作经济论坛29日
在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结束。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30日电
在俄罗斯“科学”号实验舱29日与
国际空间站对接后，该实验舱的发
动机因不明原因意外启动，导致空
间站飞行姿态偏转。随后俄方启
动空间站上一艘飞船和一个舱体
的发动机，推动空间站飞行姿态恢
复原状。

据俄新社29日报道，本月21
日升空入轨的俄“科学”号实验舱，
29日与国际空间站的“星辰”号服
务舱顺利对接。但在对接完成约3
小时后，站内俄宇航员诺维茨基向
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报告，“科学”
号实验舱数台发动机意外启动，导

致国际空间站飞行姿态偏转。
据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专家介

绍，地面与空间站宇航员共同努力，
成功关闭了“科学”号实验舱的发动
机，与空间站对接的俄“进步MS-
17”货运飞船和“星辰”号服务舱的
发动机共同启动，使国际空间站的
飞行姿态恢复原状。这一事件没有
危及空间站内宇航员安全。俄航天
专家正分析此次“发动机意外启动”
的原因，处理“科学”号实验舱自带
燃料消耗问题。

据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罗
戈津29日介绍，目前国际空间站内
一切正常。

俄成功纠正国际空间站意外飞行姿态偏转

7月29日，“科学”号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新华社/美联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布林肯做出
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刚刚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伊核谈判中不可信。

哈梅内伊28日在与鲁哈尼等政
府成员举行的会议上说，在最近的伊
核谈判中，美国坚持其顽固立场，没
有向前迈出一步。美方承诺取消对
伊朗的制裁，实际上却没有也不会兑
现承诺，还要求在原有协议中添加新
内容。

按照哈梅内伊的说法，美方提出
必须在伊核协议中加入“某些议题须
在今后讨论”这句话。他说，美国想
以此为进一步扰乱伊核协议、伊朗导
弹项目和地区事务找借口，如果伊朗
今后拒绝谈这些，美国就会以伊朗违
反协议为由终止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伊朗在恢
复履约谈判中的基本立场是，美国
必须取消所有对伊制裁，伊朗只有
切实看到了制裁的取消才会重新恢

复履约；维也纳谈判不应该为伊朗
增加伊核协议原有内容以外的条
款。哈梅内伊上述表态重申了伊朗
的这一立场，同时表达了对美国的
极度不信任。

此外，伊朗当选总统莱希此前明
确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确保围绕伊
核协议的谈判符合伊朗国家利益。
有分析指出，莱希上台后，哈梅内伊
的外交思想将会得到进一步贯彻，对
西方国家可能会较为强硬，这将给维
也纳会谈增添变数。

而从美国方面看，美方在制
定对伊政策时需要平衡和中东盟
友以色列等国的关系，而以色列
坚决反对美国取消对伊制裁，因
此美方恐怕也很难接受伊方全面
取消制裁的要求。在双方就关键
条件分歧依旧巨大且互信严重不
足的情况下，谈判短期内恐怕难
以取得进展。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美国务卿喊话施压伊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日在访问科威特期间表示，美方已准备
好重回维也纳继续与伊朗就伊核协议履约问题进行谈判，但同时
强调谈判不能无限期持续。

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此番表态是对即将上台的伊朗新政府
的喊话和施压。但鉴于美国此前单方面退约的行为并不占理，且
伊朗当选总统莱希以对美强硬著称，伊方恐怕很难改变谈判立场，
未来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布林肯当天表示，美方致力于外
交解决问题，“我们将观察伊朗准备
做什么，不准备做什么，并充分准备
好回到维也纳继续谈判”。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
解除对伊制裁。但美国政府 2018
年 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
重启并增加对伊制裁。2019 年 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举措

“可逆”。美伊4月以来在维也纳就
恢复履约举行多轮间接谈判，但始
终未能达成协议。

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属于改革
派，被认为对美政策相对灵活。而在
今年6月大选中当选伊朗总统的莱
希则属于保守派，对美一贯强硬。此
前不少分析认为，由于担心保守派上
台后双方分歧将更难弥合，美方希望

在鲁哈尼卸任前与伊方就恢复履约
达成协议。但随着8月3日莱希就职
日期日益临近，这一希望已基本不可
能实现。因此，布林肯此次表态被认
为是对莱希的喊话，是通过展现“做
好准备”的姿态促使伊朗新政府尽快
重返谈判桌。

但布林肯同时表示，外交解决的
过程“不能也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球在伊朗一边”。这显然又是在对伊
方施压，提醒伊方谈判窗口期有限，若
希望美方解除制裁就必须趁早达成
协议。

此前一天，美方也曾对伊朗提出
警告。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方高
级官员28日称，一些即将就职的伊
朗官员或许错误地认为伊朗已承受
住美国的极限施压，而对现状感到满
意。美方对伊核协议的热情正逐日
降低，若最终由于伊方原因导致无法
达成协议，伊朗将承受来自国际社会
更大的压力。

美方喊话施压 伊方恐难妥协

新华社平壤7月30日电 （记
者江亚平 洪可润）据朝中社30日
报道，朝鲜日前举行了建军史上首
次朝鲜人民军指挥官及政治干部讲
习会。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
会上要求全军指战员克服史无前例
的挑战和困难，完成各项任务。

报道说，这次讲习会于7月24
日至27日在平壤举行。金正恩在
会上说，会议目的是在贯彻执行朝

鲜劳动党八大提出的武装力量精
锐化强军化路线和任务中，大大提
高各级部队指挥官及政治干部的
作用。

金正恩表示，敌对势力正加强
各种侵略战争演习，继续系统性扩
大先发制人打击朝鲜的能力且扩大
军备。全体指挥官及政治干部要致
力于做好主动应对敌人任何军事挑
衅的准备。

金正恩主持召开
朝鲜人民军指挥官及政治干部讲习会

7月29日，消防员在巴西圣保罗市利奥波尔迪纳镇社区的巴西电影资
料馆库房火灾现场忙碌。

据巴西媒体报道，位于巴西圣保罗市利奥波尔迪纳镇社区的巴西电影
资料馆库房29日下午发生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新华社/路透

巴西电影资料馆一处库房发生火灾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伍
岳 温馨）针对美方个别政客不断借新冠
病毒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强行推动针
对中国的病毒溯源，却对美国自身早期
病例和生物实验室的重重疑云避而不谈
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0日表示，
为了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
黑打压别国的政治目的，美国大搞疫情
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把撒
谎、抹黑、胁迫奉为圭臬，丝毫不尊重事
实、科学和正义。“人类抗击疫情的史册
上，必将记下美国这丑陋的一页。”

赵立坚说，抹黑他国洗白不了自己，
如果美国真的“透明、负责”，应从以下四

件事做起：
第一，美国应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

例数据。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发生不
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暴发
大规模“电子烟疾病”，靠近德特里克堡
的两家养老院出现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
呼吸道疾病。2019年9月，马里兰州报
告称“电子烟疾病”患者病例数增加了一
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去年
曾公开承认，一些被误以为死于流感的
美国人在死后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冠病毒
呈阳性。“美国应该对上述这些患者血清
样本进行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这些病
例中到底有多少起新冠病例？”

第二，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调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在海外200多个生
物实验室。特别是德特里克堡基地是美
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美陆军传染
病医学研究所是最主要的实体，国际社
会以及美国民众对德特里克堡相关活动
不合法、不透明、不安全早有关切。该研
究所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改造，2019
年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并被关停，随后美
国内暴发与新冠肺炎症状相似的疾病。
对于这些问题，美方从未向国际社会和
美国民众作出交代。

第三，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
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一直污蔑武

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的冠状病毒研究引发
新冠肺炎，但实际上美国才是全球此类
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特别是北
卡大学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究的权威，
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
造能力。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
室，完全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
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第四，美国应该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
的美国军人患病病例数据。2019年10
月，美国派出300多人赴武汉参加军运
会，其中有无人员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的症
状？报道的那几位美国军人运动员到底
得的是什么病？病例应该尽快公开。

中国外交部：

人类抗击疫情的史册上
必将记下美国这丑陋的一页

这些天，美方在国际上起劲捣鼓所
谓的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罔顾
科学家对新冠病毒“非人为制造”的专业
判断，也不理会外界调查德特里克堡生
物实验室的正义要求。双重标准如此明
显，操守下限不断拉低，包藏的祸心必须
揭穿！

大搞“双标”首先是为了甩锅。美国
累计确诊数和死亡病例数分别超过

3400 万和 61 万，均为全球第一。随着
“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新增确诊病例、
住院病例、死亡病例等指标均大幅反
弹。但越是抗疫不力，一些美国政客越
要把水搅浑，借此推脱责任。

大搞“双标”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下
绊子。美国固守冷战思维，蓄意搞集团
对抗，试图打造反华的小圈子，剥夺其他

国家正常正当发展的权利。不择手段干
扰国际溯源研究合作，正是美国搞胁迫、
打压中国的系列举措之一。

美方的肆意抹黑，在事实面前不攻
自破：在武汉开展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
分工作时，世卫专家去了所有他们想去
的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已经
得出结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

验室传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对于已有
明确结论的问题不应重复开展。

中方做法是开放透明的，也是负责
任的。病毒溯源最应该讲科学，抗击疫
情最应该团结合作。为一己私利，将政
治操弄凌驾于全球公众生命健康之上，
这是对科学的极大侮辱。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揭穿美式“双标”包藏的祸心！新华热评

7月 29日，汽车在美
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处
新冠病毒检测点外排队。

世界卫生组织29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达195886929
例。

新华社/美联

世卫组织：
全球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达

195886929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新华社
/法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