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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谈判能否重启面临挑战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

德·伊斯拉米12日在首都德黑兰
与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拉斐尔·格罗西举行会谈后表示，
会谈具有 “建设性”。

分析人士指出， 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相关方4月以来在奥地
利维也纳就恢复履约举行多轮间
接谈判， 第六轮会谈6月20日结
束 。 在第七轮会谈迟迟未启之
际， 此次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会谈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 但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一些问题上分
歧严重， 维也纳会谈能否重启仍
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释放积极信号
伊斯拉米在与格罗西会谈后

表示， 会谈的目的是在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规则框架内为扩大互动
与合作创造机会。 伊朗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之间所有问题都是技术
问题， “政治问题在双方关系中
没有立足之地 ”。 格罗西表示 ，
双方讨论了技术层面的问题， 国
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必须一起努
力， 拓展合作。

格罗西于11日深夜抵达德黑
兰，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即
将于下周召开会议前与伊朗方面
进行沟通。 伊斯拉米表示， 伊朗
将参加此次会议。

根据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声
明， 双方强调合作和互信的重要
性， 以及在建设性和纯技术氛围
下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国际原子
能机构专家将到伊朗更换该机构
在伊朗核设施中安装的监控设备
的存储卡， 并为这些设备采取必

要的技术维护措施。 存储卡将按
照惯例在伊朗封存。

今年2月， 伊朗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达成临时技术协议。 该协
议5月22日到期， 伊方5月24日决
定将协议延期一个月。 根据该协
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核设
施内安装监控摄像头， 继续其必
要的核查和监督活动， 伊朗将保
存一些核设施的视频监控资料。
如果美国解除对伊制裁， 伊朗将
把这些监控资料交给国际原子能
机构。

伊朗国际问题专家莫礼萨·
马利基表示， 如果国际原子能机
构与伊朗达成谅解， 将在很大程
度上为重启伊核谈判铺平道路，
有利于改变目前谈判陷入停滞的
现状。

在德黑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主任哈米德·瓦法埃看来， 国际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到访德黑兰，
并取得建设性的会谈成果， 这释
放出了积极信号， 为可能启动的
下一步会谈创造了有利氛围。

伊核谈判挑战依旧
在格罗西此次到访德黑兰之

前， 伊朗方面曾多次释放愿意继
续会谈的信号。 与此同时， 伊朗
也明确表示将继续坚守立场。

伊朗总统莱希5日在与法国
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强调， 伊朗
支持“有益”的伊核谈判，谈判的
方案和结果都应该旨在解除对伊
朗的制裁，“为了谈判而谈判是没
有用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
卜扎德6日重申，伊核谈判 “原则
上” 将继续进行， 以确保美国全

面履行其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框架下的承诺。 如果伊朗的利益
在伊核协议框架内以可验证的方
式得到精确维护， 伊朗将坚定恢
复履行其在协议下的承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日表示，
伊朗重返伊核协议的时间正在耗
尽。 此前他还曾表示， 即便伊朗
重新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美国仍将继续维持与伊核协议无
关的 “数百项” 对伊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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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5月， 美国政府单方面退
出伊核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
系列对伊制裁措施， 此举遭到伊
核问题其他相关方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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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可逆”。

有分析指出， 目前美国和伊
朗立场差距较大。 伊朗认为美国
所有对伊制裁都应取消， 其中包
括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附
加的制裁， 而这些是美国不愿意
在谈判中讨论的。 同时， 对美国
提出的进一步限制伊朗导弹计划
和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要求， 伊
朗也是无法接受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周戎表示， 日前从
阿富汗撤军已使美国政府广受国
内诟病。 在处理伊朗问题上， 美
国不太可能完全取消对伊朗制
裁 。 伊核谈判前景依旧不容乐
观。 据新华社

从鲜有学生戴口罩的伦敦，
到只有持 “绿码” 才能进校的罗
马……采取不同新冠防疫措施的
欧洲学校正纷纷敞开新学年大
门 。 在这场 “开学 ” 防疫大考
中， 哪些国家的管控措施更为严
格， 哪些国家又让人 “不安”？

英国： 令人 “不安”
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一些大中

小学校内， 记者很少看到有英国
学生和家长戴口罩。 根据英国教
育部的规定， 不强制学生在学校
戴口罩。 一名英国10年级学生家
长蕾切尔对记者说， “对于那些
个别戴口罩的学生来说， 心理会
有比较大的压力 ， 而从家长角
度， 由于学校几乎没有采取太多
措施， 我感到十分焦虑”。

根据英国政府规定， 对于18
岁6个月以下的青少年儿童， 如
果没有出现新冠症状， 或者新冠
病毒检测未呈阳性， 即使与新冠
患者住在一起， 或者与新冠患者
有密切接触， 也不需要隔离， 而
且也不要求戴口罩。 根据规定，
只有在学生检测结果为阳性， 或
者出现高热、 新发持续咳嗽、 出
现嗅觉味觉丧失或改变， 才需要
自我隔离。

英国小学教师杰玛·吉日前
在社交媒体上说 ， 英国教育部
“根本不考虑员工或学生的安
全”， 她 “感到失望和不安全”，
并认为 “取消学校的所有安全措
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英国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
8月中旬以来， 由于变异病毒快

速传播， 加上过早放宽防疫措施
等因素， 英国疫情出现反弹， 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基本均超过3
万例。 目前， 该国累计确诊病例
数接近720万例， 居全球第三位。
对于英国政府的宽松防疫政策，
不少专家表示反对或质疑， 对开
学后可能会出现的病例激增表示
担心。

意大利： 严管重罚
意大利是欧洲疫情防控相对

谨慎的国家之一。 数据显示，自6
月中旬以来， 意大利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在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
国家中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

9月13日后， 意大利所有大
区学校将陆续开学。 根据意教育
部公布的全国学校防疫措施， 教
职员工进入校园必须持有 “绿
码”。 为此， 教育部特别推出针
对学校教职员工的 “健康通行
证” 平台， 与全国 “健康码” 平
台相连， 用以实时监控教职员工
与疫情相关的健康状态。

据规定 ， 若某教职人员的
“健康码” 变红， 学校管理者将
立刻收到警报； 未持 “绿码” 进
入校园的人将面临 400欧元至
1000欧元罚款 。 意大利媒体预
计， 意政府将批准自10月10日起
家长必须持 “绿码” 进入学校，
并在全国推行。

新学年， 教育部仍然要求学
生之间原则上保持至少一米间
隔， 如果客观条件无法满足这一
要求， 学生必须戴口罩并采取其
他必要保护措施。

教育部长帕特里齐奥·比安
基日前公布， 全国教职员工接种
新冠疫苗的比例已超过92%， 是
意大利疫苗接种率最高的行业。

其他多国： 各有特点
法国新学年于9月2日开始。

法国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年防疫措
施和上学年期末保持一致， 即除
幼儿园外， 学校教职人员和学生
在室内都必须戴口罩。 在小学，
只要出现1例新冠病例， 所在班
级就将关闭7天； 在中学， 若一
个班内出现1例病例， 未接种疫
苗的学生将被要求居家隔离并远
程上课， 完成疫苗接种的学生将
可以继续线下上课。

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凯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目前该国12岁至17
岁的未成年人中约55%已接种至
少一剂新冠疫苗， 78%的教师已
完成全部疫苗接种， 另有11%的
教师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目前， 瑞典学校沿用去年疫
情以来颁布和实施的各项防控措
施， 执行相对宽松的防疫政策。
对有感冒、 咳嗽等症状的师生，
瑞典公共卫生局依然建议不要前
往学校， 留在家中， 在症状消失
48小时后方可返校。

值得一提的是， 在瑞典的一
些中文学校防疫工作并不松懈。
据斯德哥尔摩瑞青中文学校校长
王梅霜介绍 ， 就读于学前班和
一、 二年级的返校学生家长必须
出示疫苗证明方可进入教学区接
送孩子， 高年级学生只能单独进
入教学大楼。 据新华社

9月12日， 在德国洛马尔传统南瓜节上， 儿童在一个巨型南瓜上
留影。 近日， 为庆祝南瓜丰收， 位于德国科隆市附近的洛马尔镇举办
传统南瓜节。 趣味南瓜称重比赛成为节日期间的重头戏。 据德国当地
媒体报道， 来自德国、 比利时等地的南瓜种植户带着各自培育而成的
优质南瓜前来参赛， 获胜者可获得丰厚奖金。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葡萄牙12日上午
在首都里斯本为前总统桑帕约举
行隆重的国葬仪式。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议长罗
德里格斯、 总理科斯塔， 西班牙
国王费利佩六世和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等政要300多人参加了
国葬仪式。

德索萨、 罗德里格斯和科斯
塔先后致辞， 高度评价桑帕约的
一生， 称赞他是葡萄牙伟大的政
治家， 赞扬他在民主、 自由、 平
等 、 人权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
献。

桑帕约10日上午在里斯本病

逝， 享年81岁。
桑帕约于1989年出任葡萄牙

社会党总书记 ， 1996年当选总
统， 并在2001年成功连任。 他曾
于1997年和2005年两度访华， 并
于1999年参加了中葡两国政府
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 桑帕约卸
任总统后 ， 于2006年被联 合 国
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防治结核
病特使， 并在2007年至2013年担
任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
表。

葡萄牙政府10日宣布， 从11
日起， 全国为桑帕约逝世哀悼3
天。

德国：南瓜称重趣味多

葡萄牙为前总统桑帕约举行国葬

新华社电 据朝中社13日报
道， 朝鲜国防科学院11日和12日
分别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
航导弹。

报道说， 发射的远程巡航导
弹飞行7580秒 ， 精确 打 击 了 设
定在 1500公里外的目标 。 试射
结果显示， 新研发的涡轮鼓风式
发动机推进力等技术指标、 导弹

的 飞 行 控 制 性 能 以 及 末 端 制
导命中正确性等全部满足设计要
求。

朝中社说， 这一武器系统的
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 朝 鲜
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 、 强
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
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遏制手
段。

朝鲜成功试射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欧洲开学迎防疫大考 措施松紧各不同

新华社电 以色列外交部长
拉皮德12日提出一项重建加沙地
带的计划， 该计划将提交以色列
内阁审议。

拉皮德12日在一个会议上
说， 以色列自从2005年撤出加沙
地带后， 对这一地区实施的政策
是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 这一做
法并未有效阻止加沙地带武装组
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应对加沙
地带实施 “经济换安全” 政策，
这 “将会为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
境带来稳定”。

拉皮德提出的重建加沙地带
计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恢复加沙地带的电力、 医疗系统
和交通设施。 在这一阶段， 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恢复对加沙
地带各个口岸的控制； 第二阶段
在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
项目， 包括建立工业区、 将加沙
地带与约旦河西岸连接起来、 鼓
励海外投资等。 巴勒斯坦民族权

力机构将重新完全控制加沙地
带。

拉皮德指出， 这并不代表以
色列将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巴伊斯
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谈判， 以
色列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是
巴民族权力机构， 而非哈马斯。
他说， 这一计划将在巴民族权力
机构以及埃及等地区国家共同参
与下完成。

拉皮德说， 他将把这一计划
提交内阁审议。 以色列总理贝内
特和国防部长甘茨已经对计划表
示支持。 他也已经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
夫以及埃及和欧盟相关人士讨论
了这项计划。

2005年， 以色列撤离加沙地
带， 结束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
占领。 2007年， 哈马斯夺取加沙
地带实际控制权， 以方开始对当
地实施全面封锁， 严格控制人员
和物资出入。

以色列外长提出重建加沙地带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