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9-07 星期五 观天下·焦点 A2196369 8457123责编:柴晓萍 主任:冶永刚 责校:丹梅 热线:

俄罗斯海军与空天军 1 日至 8 日在地
中海东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内容包括反
潜、防空、海上通信、海上救援、导弹与火
炮射击等多项任务。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俄官方表示此次
演习早有计划，但从目前叙利亚伊德利卜
战事一触即发、美俄在地中海东部水域摆
出相互叫板的姿态来看，此次演习俄方施
压美国意图明显，意在展示俄反对西方国
家武力干涉叙战局的意志和能力。

规模空前
有媒体称，此次军演是冷战结束以来

俄在地中海地区举行的最大规模海上军
演。总指挥、俄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表
示，这是苏联解体后俄海军与空天军首次
在地中海联合演习。

参演部队包括“乌斯基诺夫元帅”号
导弹巡洋舰在内的俄北方舰队、波罗的海
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的 26艘作战
舰艇，还包括图－160 轰炸机、图－142MK
反潜机、苏－33 和苏－30SM 战斗机等在
内的 34 架战机。此次演习期间有导弹与
火炮射击项目。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
略与安全研究所胡欣博士评论说，从此次
俄出动的演习力量来看，包括水面军舰、

作战飞机、反潜战机、战略轰炸机等；从力
量编配看，具备战术、战役和战略层面的
各种要素，攻防兼备。

俄塔斯社军事观察员维克多·利托夫
金表示，俄方的参演部队能够“帮助俄罗
斯的朋友与伙伴保卫本国主权与独立”，
俄在地中海东部海域及俄驻叙赫迈米姆
空军基地的军事存在具有“抑制作用”。

尽管俄副外长波格丹诺夫表示该演

习按照计划进行，与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局
势无关。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
回答相关问题时说，如果有关各方继续无
所作为，那么伊德利卜省的反恐形势有可
能恶化，因此有理由提升在这一地区的防
范措施。

警告美国
俄官方并未公开透露此次军演目的，

但俄媒体认为，此次军演的针对性非常明

显，特别是反潜和防空演习。因为如果这
次军演只是针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恐
怖组织的话，完全不需要包括这些内容。

俄《独立报》分析说，此次演习的真正
目的在于提前预防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打
击叙利亚政府军阵地，并且阻止美国在叙
利亚建立禁飞区。

“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性，很有可
能再次出手干预叙战局，再加上美新近对
俄进行的制裁，美俄之间的对抗更加尖
锐。”胡欣说，“此次军演是俄对美警告，展
示其有能力与美海空军在地中海进行局
部的体系化对抗。”

目前，美俄两国都在地中海东部水域
“秀肌肉”，摆出叫板态势。美国已经把装
备“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大型驱逐舰和核
潜艇等大量军舰部署在靠近叙利亚伊德
利卜地区的地中海水域，摆出随时准备介
入叙利亚战事的架势。

俄《生意人报》说，俄此次军演可以看
做是对美国在地中海地区行动的回应。
美国在地中海部署了两艘分别属于“俄亥
俄”级和“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可对叙
利亚发起打击，因此俄此次地中海军演中
囊括了反潜防御。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俄罗斯地中海军演叫板美国
目的在于提前预防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打击叙政府军阵地，并阻止美国在叙建立禁飞区

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英国检方 5
日发布两名俄罗斯男子的姓名和照片，
指控他们向俄籍前情报人员谢尔盖·斯
克里帕尔父女“投毒”。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天晚些时候
说，两人是俄罗斯“特工”。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5日发表声明称，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天发表的有关两
名俄特工涉嫌参与英国神经毒剂中毒案
的言论是“诽谤”。

声明说，俄方注意到，特雷莎·梅说，
似乎只有俄罗斯具有使用“诺维乔克”神
经毒剂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对俄前情报人
员斯克里帕尔使用这种毒剂的动机。特
雷莎·梅发表这番言论之前，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公布了对英国两起中毒案的调查
报告，而这份报告中没有关于“诺维乔克”
的字眼，也没有提及神经毒剂的来源。

投毒？
英国刑事检察院在声明中说，有“充

足证据”指控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
兰·博什罗夫合谋杀害斯克里帕尔父女
和警官尼克·贝利未遂，违反英国法律持
有和使用“诺维乔克”神经毒剂。

斯克里帕尔父女 3月 4日在英国南部
城市索尔兹伯里疑似中毒昏迷，入院治
疗。女儿尤利娅 4月上旬出院，斯克里帕
尔 5 月 18 日出院。警官贝利接触斯克里
帕尔父女后，因类似症状一度入院。

英国警方分管反恐事务的官员尼尔·
巴苏说，两名俄罗斯嫌疑人大约 40岁，可
能使用化名。他呼吁民众“站出来并告
诉我们，他们是谁”。

伦敦警察局发布多张嫌疑人图片，包
括两人正面头像照片和闭路电视的监控
画面截图。警方同时发布一个香水瓶的
照片，怀疑嫌疑人用香水瓶盛装毒剂并用
毒剂沾染斯克里帕尔父女住宅的前门。

回溯？
按照英国警方的说法，彼得罗夫和博

什罗夫 3月 2日从莫斯科飞抵伦敦，3月 3

日从伦敦前往索尔兹伯里踩点，当晚返
回伦敦；3月 4日，两人再次前往索尔兹伯
里，返回伦敦后前往机场，坐飞机返回莫
斯科。

警方在两人所住的伦敦一家酒店里
找到那个香水瓶。

警方说，闭路电视拍到两人出现在斯
克里帕尔父女家附近；但警方没有发布
两人“投毒”时的监控画面或图片。

刑事检察院说，将不向俄方寻求引渡
两人，已获得针对他们的欧洲逮捕令。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天晚些时候
说，英方情报机构认定，两人是俄罗斯特
工，为俄罗斯情报总局工作。她没有披
露更多细节。

按照特雷莎·梅的说法，俄方应收敛
情报总局的活动，为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合作？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

娃否认英方指控。她告诉媒体记者，知
道 两 人 姓 名“ 对 我 们 来 说 没 有 任 何 意
义”，这一事件需要仔细分析，因而需要
两国密切合作。

塔斯社援引她的话报道，英方应停止
单方面指责和“信息操纵”，理应与俄方

“务实合作”。
英方发布两人姓名和照片前几个小

时，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告诉媒体记者，英方始终拒绝与俄方合
作调查，俄方不掌握与这一事件相关的
新信息。

俄罗斯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亚历山
大·舒利金当天晚些时候告诉俄罗斯电
视台记者，英方说法“毫无根据”，是“挑
衅”。“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俄罗斯与索尔
兹伯里发生的事毫无关系。”

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后，英方认定俄
方应承担责任并驱逐俄方外交官。美国
等多个西方国家及其盟国支持英方，同
样 驱 逐 俄 外 交 官 。 俄 方 指 认 英 方“ 栽
赃”，以对等人数驱逐英美等国外交官。

英国指控两名俄罗斯人投毒
俄外交部否认指控 称英方说法毫无根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5 日说，对美
国与伊朗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媒体记者
问及美伊总统是否可能在本月联合国大
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回答，“一切皆有可
能”。

【美国：咱们走着瞧】
特朗普 5日在白宫一场记者会上谈及

伊朗，认为这一中东国家正处于混乱状
态，“彻头彻尾的混乱状态”“他们现在担
忧国家能否存续下去”。

按路透社的说法，特朗普把伊朗局势
描述得那么坏，“却没有给出任何实际证
据”。

特朗普说，对美国与伊朗对话持开放
态度，“他们是否想（与美国）对话，取决于
他们，而不是取决于我。我愿意（与伊朗
方面对话）；不过，无论能否实现，都不要
紧”。

美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本月轮值
主席国，特朗普因而有机会在联合国大会
期间主持安理会会议，设置并讨论与伊朗
相关议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
莉 4 日确认，特朗普主持下，安理会将讨
论“伊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以及给整个
中东地区带来的不稳定”。

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哈桑·鲁
哈尼预计 9月 25日发表演讲。

当媒体记者 5日询问是否愿意在联合

国大会期间会晤鲁哈尼，特朗普答道：“有
可能。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咱们走着瞧。”

【伊朗：美国缺诚意】
伊朗方面暂时没有回应特朗普的最

新说辞。
类似隔空“喊话”，上一次是 7 月 30

日，特朗普声称愿意在“不设前提”情况下
会晤鲁哈尼。

鲁哈尼随即表示，不考虑特朗普的提
议。

与特朗普再次“喊话”同一天，伊朗外
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 5 日早
些时候批评美国滥用联合国安理会轮值
主席国的角色，借机打压伊朗。

美国政府今年 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8 月 7 日重新启动对伊朗金
融、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的制
裁，定于 11月重启对伊朗能源和其他领域
的制裁。

特朗普威胁其他国家11月以前停止购
买伊朗原油，否则面临美方制裁。伊朗方面
则回应，如果美国“封杀令”使伊朗无法出口
原油，伊朗将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扎里夫 8月 11日说，伊朗方面不打算
在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代表会面，
原因是“美方缺乏诚意、制裁成瘾，不允许
任何谈判发生”。 （新华社特稿）

美伊总统会晤？

特朗普：一切皆可能

日本北海道 6日凌晨发生 6.7级地震，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38 人失踪、120 人受
伤。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北海道南部 6 日
3时 8分（北京时间 2时 8分）发生 6.7级地
震，震中位于胆振地区中东部，震源深度
大约 37 公里。北海道、青森县、岩手县等
地震感强烈。

北海道地区余震不断。气象厅没有
发布海啸预警，但提醒民众采取预防措
施，应对数天内可能发生的强烈余震。

北海道至少 120人受伤。地震引发泥
石流，冲毁数座房屋，数十人受困。日本
警察厅说，受到泥石流侵袭的厚真町至少
32人失踪。

共同社援引厚真町一名 87 岁的居民
的话报道：“地震毁了我整个家，我从来没
有经历过这样的地震。”

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室兰市地震视
频显示，画面剧烈晃动，所有灯光片刻后
熄灭；在札幌市所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
向街道，多辆汽车一半车体遭掩埋。

地震致使北海道所有区域断电，将近
300万户住宅停电。据北海道电力公司消
息，在外部停电情况下，北海道泊核电站
启动应急供电系统，以继续冷却三个乏燃
料池。截至当天下午，这座核电站周围的
辐射水平没有发现异常。

交通系统同样受到波及。札幌新千
岁机场天花板坍塌，地面积水严重，200架
航班被取消，4万名乘客受影响。另外，高
速列车等铁路交通暂停运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个赈灾工作
会议上说，已派遣 4000名自卫队队员前往
北海道参与救援，后续将增派 2 万名队员
奔赴受灾地区。 （新华社特稿）

日本北海道发生6.7级地震
造成多人死伤

俄 罗 斯
前特工谢尔
盖·斯 克 里
帕尔与女儿
尤利娅。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