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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12月3日，在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法国馆，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右）欢迎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官员3日证实，已与法国方面签署军购订单，将向法方
购买80架“阵风”战斗机。法新社报道，合同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40亿欧元，
是这款战斗机迄今收获的最大一笔国际订单。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正在阿联酋访问，3日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
扬举行会谈。 新华社/法新

阿联酋与法国签80架“阵风”战斗机订单

此间舆论分析认为，目前美伊双方仍
处于“谁先迈出第一步”的僵局之中，且各
自面临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未来伊核协
议相关方能否采取灵活态度，排除干扰，寻
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创造性地解决谈
判未决问题，仍旧面临较大挑战。

据美国媒体报道，25名共和党籍国会
议员日前致信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阻止
政府缓解对伊朗制裁，重申国会有权对伊
朗实施制裁。而在伊朗国内，因为伊核协
议未给伊朗带来预想中的经济收益，且美

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重启并
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这导致部分强硬派
人士对伊核谈判持质疑态度，不允许政府
在谈判中做出重大妥协。

此外，以色列总理贝内特2日称，伊朗
将“核讹诈”作为谈判策略，应该立即停止
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回应
说，以色列呼吁立即停止谈判，再次显露出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真面目，身在维也
纳的各国代表对此不会接受。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

鸿达指出，伊朗方面明白，不处理好谈判
问题，自己遭受的国际制裁就难以解除，
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将面临麻烦，因
此伊朗确实有意推动谈判。但谈判结果
并非仅取决于伊朗，也需要美国的积极推
进，更何况当初正是因为美国单方面退出
伊核协议才导致如今难题。美国是否会
改变立场是伊核谈判能否取得突破的关
键所在。

（综合新华社12月3日电 记者 高文
成 王守宝 吴宝澍）

美欧和伊朗围绕本轮“谈判起点”以及伊方的新提案分歧不断

因美欧和伊朗围
绕本轮“谈判起点”以
及伊方的新提案分歧
不断，正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举行的新一
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相关方会谈3日宣
布暂时休会，各方代
表将返回各自国家就
会谈最新情况进行研
判。据报道，会谈下
周将继续进行。

伊朗外交部长当
天说，伊核会谈进程
“总体良好但缓慢”，
西方必须拿出解除
美国对伊朗制裁的
切实方案，并停止对
伊朗的言语威胁。

参与会谈的英
国、法国和德国代表
则称，伊方对前六轮
会谈所形成文本的修
改意见令他们“失望、
担忧”。与伊方间接
谈判的美国政府说，
过去六轮谈判取得进
展，但伊方本周“没有
试图解决余下事项”。

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
希扬3日与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何塞普·博雷利通电话时说，尽管美国
破坏伊核协议、欧洲三国“不作为”，伊方代
表团带着诚意和“可实现的方案”，以积极
姿态参与会谈，目的是解除所有违反伊核
协议的对伊制裁。

阿卜杜拉希扬说，伊方代表团在每个
阶段都有明确、务实的方案，“西方也必须
拿出结束制裁的切实方案，并停止重复侵
犯伊朗国家权利和利益的口号”。

他说，如果西方改变态度，从言语威胁
转为合作、相互尊重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行
动，则协议可以达成。他同时重申伊方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的承诺。

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卜杜拉希扬和
博雷利都形容当前维也纳会谈“气氛积
极”。

为促使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伊核协
议，协议相关方今年4月以来在维也纳举
行七轮会谈。第七轮会谈上月 29日开
始。因美国已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伊方

拒绝与美方面谈，美方代表团在维也纳以
传话方式与伊方间接谈判。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兼维也纳会谈首席
谈判代表阿里·巴盖里2日说，伊方代表团
已将两份提议草案交给伊核协议五国，即
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和德国，草案内容
分别为伊方就美国解除对伊制裁的提议和
自身履行伊核协议的立场。

巴盖里3日说，五国代表需回国就伊
方提议作内部磋商，下周将继续与伊方在
维也纳会谈。

参与维也纳会谈的英国、法国和德国
高级别外交官在3日第七轮会谈休会后发
表联合声明，“炮轰”伊朗。声明说：“就伊
朗对过去六轮维也纳会谈磋商所形成文本
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失望且担忧。”

声明称，伊朗自5个月前会谈中止以
来“快速推进其核项目”，本周“在已取得的
外交进展上倒退”，“正在打破几乎所有过
去数月磋商中达成的艰难折中（方案）”。

声明还说：“不清楚这些新的分歧如何
在现实可行的时间范围内得到弥合。”

伊朗一名高级别外交官3日接受伊朗
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草案中的
提议“并不过分”，欧洲三国“不能以指责伊
朗来为自身的不作为辩解”。

美国政府同样把僵局归咎于伊朗。白
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3日称：“伊朗新政
府没有带着建设性的提议来维也纳。”

她说，过去六轮谈判取得进展，“为许
多各方都棘手的最艰难问题找到了创造性
的折中解决方案”，但伊方本周“没有试图
解决余下事项”。

普萨基称，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决
心让美国重新遵守伊核协议，并一直遵守，
只要伊朗也这么做”，但美方本周看不出伊
方有这样的意愿。

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随后重启并增加对伊制裁。2019
年5月起，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
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拜登今年1月就任总统后，美伊双方释
放谈判意愿。伊方强调，因美国单方面退
出，应由美方首先履行协议、解除对伊制裁。

伊朗：西方须给切实方案

西方：不满伊方修改意见

专家：依旧面临较大挑战

欧洲新冠疫情告急 多国病例激增
欧洲地区新冠疫情仍在迅猛反弹，英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病例激增，法国和挪威报

告多例新变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英俄疫情堪忧

据路透社统计，在130多天内，欧洲地区增加约
2500万例新冠确诊病例。截至3日，欧洲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7500万例。今年下半年，欧洲地区疫情反弹加
剧，最高单日新增病例达35.9万例，上半年最高值为
24.1万例。

英国3日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万例，迄
今累计确诊超过1038万例，累计病例数为欧洲最高；
新增死亡病例143例，累计死亡病例逾14.5万例。

按英国国家统计局说法，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
株目前仍是英格兰地区“主流”毒株。

不过，为防止新变种奥密克戎毒株蔓延，英国政府
已经要求英格兰地区民众在商店内和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时必须戴口罩。路透社3日报道，英国已确诊134
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俄罗斯同样疫情严重。俄联邦国家统计局3日
说，该国10月新冠实际病亡近7.5万人，为疫情暴发以
来“最致命的一个月”。

尽管政府一再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俄罗斯目前仅
约40%人口完成疫苗全程接种。

比利时出新规

在比利时，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居高不下。比利
时政府3日宣布将加强防疫措施，这是比利时三周内
第三次收紧防疫。

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当天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比利时当前疫情形势比预估更严重，是疫情最严
重的欧洲国家之一。

过去七天，比利时平均日增超过1.7万例新冠确
诊病例，较前一周增加6%。目前，比利时超过3700人
因染疫住院，其中821人接受重症监护。

根据新规，比利时6岁以上学生在校必须戴口罩，
所有课外活动暂停；小学和幼儿园将提前一周于本月
20日放假，中学室内课程减半；除婚礼、葬礼和私人住
宅聚会，禁止其余室内活动，允许范围内的室内活动人
数不得超过200人，室内体育赛事可在没有观众的条
件下举行。

另外，进入圣诞市场须出示“新冠通行证”，证明感
染病毒后康复或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病毒检测结果为
阴性，逛市场须戴口罩；餐馆闭店时间不变，仍为最迟
每晚11时，每桌限坐6人。

奥密克戎扩散

路透社报道，欧洲目前超过15个国家报告奥密克
戎感染病例。

欧洲联盟公共卫生机构2日说，未来几个月内，欧
洲一半以上病例可能由奥密克戎毒株导致。

挪威卫生部门3日说，首都奥斯陆出现奥密克戎毒
株聚集性感染，目前至少有13人确诊感染该毒株。

这一聚集性感染与11月26日一场企业聚会有
关，其中至少一名员工刚从南非返回。奥斯陆市首例
奥密克戎确诊病例是一名参加聚会的人。据路透社报
道，这场聚会所有参与者在活动前都已完成疫苗接种，
并接受了病毒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一名高级医生通过邮件告诉
路透社记者，这次聚会是“超级传播事件”。此外，挪威
还确诊4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法国卫生部3日说，法国本土已发现12例奥密克
戎确诊病例。政府新冠疫情顾问先前警告，虽然眼下
法国新增病例大多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但预计奥密
克戎毒株将在明年1月底前成为国内“主流”毒株。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伊核谈判按下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3日电 美
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表示，美国对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物价上
涨，降低关税可能有助于缓解通货膨
胀压力。

耶伦2日在路透社举办的会议上
表示，对每年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高达25%的关税“确实
导致美国国内物价更高”。她表示，特

朗普任内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一些
关税“没有任何实质战略理由，却制造
了麻烦”。耶伦表示，通过重启排除程
序降低上述关税，可能有助于缓解通
胀压力。

上月底，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
卢同样表达通过取消对华商品加征关
税缓解通胀压力的观点，认为加征关税
并非处理美中贸易问题的有效方式。

美财长：

降低对华加征关税有助于缓解美通胀压力

新华社里斯本12月3日电（记
者赵丹亮）葡萄牙内政部长爱德华多·
卡布里塔因涉交通命案丑闻3日宣布
辞职。

卡布里塔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他提出辞呈的初衷是不愿在
大选前给现政府和执政党增添麻烦。
他同时表示，对发生这一悲剧感到遗
憾和难过。

今年6月，卡布里塔乘坐公务车

前往葡南部地区执行公务途中发生车
祸，车辆撞上一名正在作业的公路维
修工人并致其死亡。3日，卡布里塔
的司机因涉嫌过失杀人被正式起诉。

10月27日，葡萄牙议会投票否
决了政府提交的2022年预算案。11
月4日，总统德索萨宣布解散议会并
于2022年1月30日举行大选，以应
对现政府预算案遭否决而引发的政治
危机。

葡萄牙内政部长因涉交通命案丑闻宣布辞职

一名英国女子在伦敦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路透 一名俄罗斯医务人员在莫斯科运送患者。 新华社发 戴口罩的行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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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打过嗝，但能因此“一鸣惊
人”的较为罕见。澳大利亚男子内维
尔·夏普以112.4分贝的高音量打嗝
声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音量比
一般的电钻声或长号声还大。

据英国广播公司3日报道，夏普7
月29日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创造上
述纪录，一举打破英国男子保罗·胡恩
保持10多年的世界纪录。胡恩绰号

“打嗝王”，2009年在英国博格诺里吉
斯凭借109.9分贝的“成绩”创造当时
的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日前确

认了夏普刷新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
网站发布的图片显示，夏普先喝下饮
料，然后打出大大的嗝，分贝测试仪显
示他的嗝声达112.4分贝。夏普对自
己能打破世界纪录“异常兴奋”。他
说：“我挑战纪录的原因就是想成为拥
有世界纪录的人。”

夏普现年51岁，6岁掌握打嗝技
巧，此后“不断磨炼技术”。后来在妻
子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决定挑战吉尼
斯世界纪录。依照他的说法，最大的
困难是如何精确测量他的打嗝声。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澳男子创最大打嗝声世界纪录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
日宣布，委托三家美国民间航天企业
开发商用空间站，给予总计超过4亿
美元资金支持。

其中，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
索斯名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3亿美
元。这家企业10月25日宣布打算开发
商用空间站“轨道礁”，最多容纳10人，
争取几年后发射升空，作为“多用途空
间商业园区”，支持微重力研究和制造。

设在得克萨斯州的纳诺拉克斯公
司获得1.6亿美元，将同旅行者航天

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开发
“星辰实验室”，计划2027年发射。

美国国防承包商诺思罗普-格鲁
曼公司获得1.256亿美元，计划建设
模块化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是迄今规模最大、运行
时间最长的空间站，由美国、俄罗斯等
多国共同使用。国际空间站“现年”23
岁，2000年起接纳多名宇航员居住，近
年来“小毛病”不断，但“退休”时间未
定，可能延长服役至2024年以后。

林淑婷（新华社微特稿）

出资4亿多美元
NASA委托民间航天企业开发商用空间站

12月3日，人们在美国密歇根州牛津镇参加烛光守夜活动。
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县检察官3日宣布，以“非自愿过失杀人罪”起诉该州

日前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嫌疑人伊森·克伦布利的父母。如果罪名成立，他们
面临最高15年监禁。 新华社/法新

美国校园枪击事件嫌疑人的父母
被控“非自愿过失杀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