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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专家遇刺
会否成为美伊冲突升级导火索

新华社电 黑山外交部28日
以 “干涉内政” 为由宣布驱逐塞
尔维亚驻黑大使。 塞尔维亚外交
部随后宣布依据对等原则驱逐黑
山驻塞大使。

黑山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
说， 塞尔维亚驻黑大使弗拉迪米
尔·博若维奇 “长期不断地干涉
黑山内政”， 行为和言论与外交
官身份不符。 黑山外交部认定博
若维奇 “不受欢迎”， 要求博若
维奇离开黑山。

塞尔维亚外交部随后发表声

明说， 依据对等原则认定黑山驻
塞大使塔尔赞·米洛舍维奇 “不
受欢迎”， 要求米洛舍维奇于72
小时内离开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和黑山原同属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91
年 ， 南斯拉夫联邦开始解体 。
1992年， 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南
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2003年2月，
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
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同
月5日，塞尔维亚宣布继承塞黑国
际法主体地位，成为独立国家。

相比于破坏伊朗核计划本
身，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暗杀行
动目的更多在于进一步破坏伊朗
核协议， 并挤压美国新政府未来
与伊朗的外交接触空间。

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
散事务的官员马克·菲茨帕特里
克表示， 伊朗的核项目早已迈过
需要依赖个别科学家的阶段， 此
次暗杀行动不是为了破坏伊朗的
“战争潜力”， 而是要破坏处理伊
核问题的外交渠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外交团
队已明确表示新政府将重回伊核
协议的轨道。 拜登不久前宣布的
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人选———安东尼·布林肯和杰克·
沙利文都曾参与伊核协议的谈
判， 是该协议的坚定支持者。 沙
利文此前表示， 重回伊核协议将
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外交领域的优
先事项。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 际 研 究
学 院 教 授 杰 弗 里·刘 易 斯 认

为 ， 暗杀法赫里扎德的目的就
是要在拜登政府上台前 “暗杀”
伊核协议。

刘岚雨认为， 伊核协议属于
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副总
统时的一个政治业绩 。 在明年
拜登正式就任的1月到伊朗下次
总统大选的6月之间， 美国与伊
朗或将出现较好的谈判窗口，
但各自面临的内外局势仍存很多
变数。

据新华社

新冠疫情重塑美国假日购物季

柬埔寨首次发现社区传播新冠病例
新华社电 柬埔寨卫生部29

日表示， 该国新增7例新冠确诊
病例， 其中6例为社区传播病例。
这是柬首次发现社区传播病例。

柬卫生部说， 新发现的一名
56岁柬埔寨女性患者近期无国外
旅行史， 尚无法确认其感染源。
她在出现症状3天后接受核酸检
测， 结果为阳性， 她丈夫等5名
家庭成员检测结果也为阳性。 目
前6名患者均在医院接受隔离治
疗， 相关部门正在寻找与他们有
过接触的人员。

柬卫生部称， 这名女性患者
21日曾前往一家商场购物。 政府

已经下令暂 时 关 闭 这 家 商 场 ，
追踪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员。 卫
生部呼吁21日后曾前往该商场的
顾客尽快接受核酸检测， 相关人
员要居家隔离14天或前往隔离点
隔离。

柬卫生部当天还通报了新增
的1例输入性病例情况。 这名31
岁女性患者从美国出发， 经韩国
转机， 于27日抵达柬埔寨， 目前
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同航班其
他56名乘客也在隔离中。

截至29日上午， 柬埔寨累计
确诊315例新冠病例， 其中治愈
301例， 无死亡病例。

深夜驱车到商场排长队、伴
随零点钟声涌入店内“豪购”……
这是拉开美国传统假日购物季帷
幕的 “黑色星期五” 留给人们的
传统印象。 新冠疫情期间， 传统
消费习惯被迫改变， 这些场景无
法再现。 美国各大商家把27日，
即今年 “黑五” 的开门时间从零
时推迟到清早 。 不少人戏称 ：
“黑五” 迟到了。

美国假日购物季始于感恩节
后。 感恩节在每年11月第四个星
期四， 此后一天被称为 “黑色星
期五”， 是实体零售店销售的一
大高潮。

不过， 新冠疫情期间， 不少
民众对前往人流密集的商店有所
顾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也把 “感恩节前后在拥挤商店购
物” 列为疫情期间高风险活动之
一 ， 劝说有购物计划的消费者
“黑五” 当天待在家中网购。

27日， 华盛顿特区附近奥特
莱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排起等候
入场的车队 “长龙”， 部分商店
里的店员数量多过顾客。 有消费
者不禁感叹， 没有节日装饰也没
有圣诞音乐 ， “看不出今天是
‘黑五’”。

其实， 受持续近一年的疫情
影响， 很多美国消费者习惯和商
家销售方式正在悄然变化。 咨询
机构德勤公司副董事长兼美国零
售批发业务负责人罗德·赛兹表
示， 疫情带来健康担忧， 也带来
财务压力， 让消费者和零售商都
在重新规划假日购物。

对消费者来说， 买到物美价
廉的商品不再是唯一需求。 如何
避免感染新冠病毒才是第一要
务。 奥多比分析公司数据显示，
“黑五” 当天， 美国网络购物消
费额达到90亿美元 ， 创同期纪
录 ， 同比增长21.6%； 而即将到
来的传统 线 上 销 售 高 峰 “网络
星期一”， 在今年更有可能创造
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在线消
费日。

在线消费的品类也发生变
化。 分析显示， 除电子设备等传
统网购商品 ， 消费者今年 “黑
五” 还在网上购买杂货、 衣服和
酒类等， 网购类目大大拓宽。

对商家来说， 必须创新销售
方式、 推出更灵活促销策略， 才
能激发更大消费热情。

今年， 部分商家提前放出折
扣进行促销， 以吸引顾客； 一些

商家通过实体店限购和网络专供
方式， 减少在店排队人数 ， 吸
引在线消费 ； 还有一些商家设
置路边提货服务， 以方便消费者
网购后更快拿 到 心 仪 的 商 品 ；
网络直播也成为增加销售额的一
种渠道。

种种变化的背后， 是不断蔓
延的疫情给零售业带来的压力。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7日发布的数据， 美国累计确诊
病例已经超过1300万例， 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26万例。

服装品牌拉夫·劳伦首席执
行官帕特里斯·卢韦担心， 疫情
不断蔓延或将导致美国不少地方
采取更加严格的 “居家令” 或其
他隔离措施 ， 进一步打击零售
业。 与此同时， 一些处于弱势地
位的零售商可能会被迫大幅降价
和加大促销活动， 影响利润。

美国零售业分析机构科尔赛
特研究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德博拉·温斯维格表示 ， 受疫情
影响， 很多商店库存减少， 不少
百货公司货架被抢购一空后很难
迅速补货， 这种趋势可能进一步
加剧。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法国多个城市28
日发生游行示威， 反对涉执法人
员法案有关条款和警察暴力执
法。 警方和示威者在部分游行地
点发生冲突， 至少46名示威者被
逮捕。

28日是法国放松防疫封禁措
施第一天。 据法国内政部统计，
当天全法70个城市发生游行示
威， 总参与人数超过13万。 警方
和示威者冲突导致30多名警察受
伤。 在首都巴黎， 至少46名示威
者被逮捕。 据法国媒体报道， 发
生游行示威与政府近期推出 《整
体安全法》 和巴黎警察殴打黑人
男子一事有关。

《整体安全法》 日前在法国
国民议会获得通过， 将提交参议
院审议 。 其中 ， 法案第24条规
定 ， 对恶意传播警察和宪兵形
象、 泄露其面部特征和身份信息
的行为进行处罚。 法国社会舆论
对此条款存在不同看法。 法国总

理卡斯泰26日说， 将组建 “独立
委员会” 重新起草这一条款。

近期发生的警察暴力执法事
件也是游行示威的重要诱发因
素。 据法国媒体报道，黑人男子、
音乐制作人米歇尔·泽克勒本月
21日在巴黎街头未戴口罩被警察
发现， 他试图返回其工作室以躲
避处罚，3名警察随即进入工作室
并与其发生冲突。 网上流传的监
控视频显示，3名警察殴打了泽克
勒。泽克勒未出现暴力抗法举动。

这一事件引发法国社会对警
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强烈关
注。 目前， 几名涉事警察已被停
职并接受调查。 法国总统马克龙
2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这一
事件 “可耻”、 “不可接受”。 他
责令政府迅速提出建议， 重建法
国民众和警察之间的信任， 更有
效打击所有形式的歧视。 他同时
表示， 绝不允许个别执法者滥用
暴力， 玷污整体职业形象。

法法国国多多个个城城市市发发生生游游行行示示威威

黑山和塞尔维亚相互驱逐大使

科威特一些地区11月28日傍晚遭遇强降雨天气。 图为人们在科威
特大穆巴拉克省雨后积水的街道上跋涉。 新华社发

科威特遭遇强降雨

哈梅内伊28日发表声明说，
伊方首要事项是 “明确惩罚” 凶
手及下令杀害穆赫辛·法赫里扎
德的人。 鲁哈尼当天也对遇袭身
亡的法赫里扎德致以哀悼， 并表
示恐怖行为不会阻碍伊朗科学家
继续努力。

法赫里扎德是伊朗 国 防 部
核计划负责人 。 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2018年曾在谈及伊朗核
计划时 “点名” 法赫里扎德。 法
赫里扎德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成员 ， 被美国列入制裁名

单。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

德·塔赫特-拉万希27日致信联
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当月轮值主
席说， 此次暗杀行动背后有 “明
显的以色列责任迹象”。 他指出，
近十年来， 多名伊朗顶尖科学家
遭暗杀。

分析人士指出， 伊朗誓言为
法赫里扎德报仇， 若报复行为造
成美方人员身亡， 美伊出现军事
冲突的可能性将显著提升 。 不
过， 伊朗并不希望卷入战争。

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 清华
大学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认为，
外部势力此次针对伊朗关键人物
的刺杀是一种挑衅或试探， 意图
刺激伊朗方面做出 “过度报复”，
从而为对伊军事行动制造借口。
不过， 在当下美国国内权力交接
的敏感期， 伊朗可能会尽量降低
触发直接冲突的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政
府在11月中上旬一度考虑袭击伊
朗核设施， 但在美国军方等劝阻
下放弃这一打算。

伊朗会否报复？

“暗杀”伊核协议？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总统鲁哈尼28日分别对前一天发生的伊
朗核物理学家遇袭身亡一事表态。 哈梅内伊表示， 应惩处恐怖罪行的肇事
者。 尽管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此次袭击， 但伊朗方面认为此次袭击由
以色列策划实施， 并指控幕后有美国身影。 伊朗是否报复？ 伊朗与以色
列、 美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升级？ 事件对美国今后对伊朗政策影响如何？

至少46人被警方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