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本无事，美方要生事。新
年伊始，美国国务院发表报告，罔
顾历史和公理诬蔑中国在南海的
主张不符合国际法， 暴露其霸权
本质和险恶用心，贻笑世人。

美方的所谓报告罔顾历史事
实和法理， 睁眼说瞎话。 南海问
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摆在那
里。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
2000多年历史。 中国最早发现、
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
海域， 最早并持续、 和平、 有效
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
权和管辖。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
中形成的， 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
理依据， 并为中国历代政府所坚
持。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许多国家出
版的百科全书、 年鉴和地图都将
南沙群岛标属中国。 美方为维护
霸权私利， 把中国维护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歪曲成所
谓 “违反国际法”。 美方曾导演、
操盘南海仲裁案等政治闹剧， 最

后都是枉费心机。
美方累累挑衅生事破坏地区

和平稳定， 行为可憎。 在南海问
题上， 美方频繁挑拨离间、 屡屡
抹黑中国， 用心险恶， 其目的就
是要在南海地区挑动冲突对抗、
破坏团结合作。 美方动辄派大规
模先进舰机到南海搞军事侦察，
一年出动军机几千架次； 美方多
次非法闯入有关国家领海领空及
岛礁邻近海域空域， 兴风作浪、
制造事端； 美军核潜艇在南海海
域发生碰撞事故， 给国际航路安
全和海洋生态带来严重风险； 美
国侦察机冒用他国民航飞机地址
码在南海活动， 严重违反国际航
空规则， 严重扰乱有关空域的航
空秩序。 在南海问题上， 美方就
是 “麻烦制造者”， 相信明眼人
都看得明明白白。

美方政治操弄国际法破坏国
际规则， 做法可耻。 美方口口声
声拿国际法说事， 可是其对国际
规则一向合则用、 不合则弃， 动
辄 “毁约退群”， 劣迹斑斑， 不

胜枚举。 在海洋事务领域， 美方
至今都未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中国作为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 缔约国， 始终同东盟国家
一道， 根据包括 《公约》 在内的
国际法， 结合地区实际情况， 在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南海
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 美方身为
“规则破坏者”， 有什么资格拿国
际法对中国说三道四！

当前，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
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全面有效落
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
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 中
国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当事国
通过谈判协商妥善管控分歧、 和
平解决争议， 同时全力维护与周
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希望共同把
南海建成和平 、 友好和合作之
海。 公道自在人心。 无论南海风
云怎么变幻 ， 绝不会是霸道者
胜、 搅局者胜、 破坏者胜， 而是
仁者胜、 和者胜、 建设者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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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信息
伊核协议相关方2021年4月

开始在维也纳举行谈判， 讨论美
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 美国间接
参与谈判。 第八轮谈判于2021年
12月27日在维也纳启动。 最近一
段时间，伊朗、欧盟、俄罗斯等方
面释放出积极信号。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日前
在社交媒体上说：“维也纳的会谈
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伊朗的
倡议使会谈在建设性气氛中重回
正轨。 现在该由西方国家表现出
诚意和承诺以达成协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分歧问
题的数量已经减少， 各代表团正
讨论实施任何潜在协议的方式。”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博雷利14日表示， 自圣诞节以
来， 伊核谈判气氛有所好转。“圣
诞节前，我非常悲观，但现在我相
信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在接下
来的几周内， 我希望我们能够通
知你们最终的结果”。

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
拉16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虽然会
谈能否成功仍不确定， 但他作为
协调员 “不得不赞扬各代表团对
成功的承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日在
年度记者会上说：“会谈的确有进
展。 主要是伊朗和美国的确有意
愿去理解具体的关切和如何在一
揽子方案中考虑这些关切。”

关键阶段
尽管多方发出积极信息，但

综合现有情况来看， 谈判要达成
协议仍面临不少问题。

路透社14日援引了解谈判的
消息人士的话说， 一系列领域的
许多问题仍未解决， 未完成文件
的每个部分都有问题仍在考虑
中。 尽管谈判正朝着正确方向前
进，但“没有太多时间”。

隶属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
会的光明通讯社16日报道， 对目
前谈判进程的分析表明， 在不太
复杂的争端问题上， 进展已经加
速，但仍存在更困难的分歧领域，
各方必须以更大的 “主动性和权
威性”来谈判。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6日援引
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谈判正
在讨论棘手问题， 并考虑如何就
已经商定的原则准备草案。 这名
知情人士称， 关于取消制裁和核
问题，许多争议已经解决，谈判代
表正在越来越多地研究如何执行
可能达成的协议。他指出，这一阶
段谈判是 “谈判中最乏味、 最耗
时、最困难的部分之一，但对于实
现目标必不可少”。

据报道， 除制裁解除和核问
题外， 伊朗代表团一直专注于美
国下一步行动的保证和核实，以
“达成一项良好和可接受的协议，
从而保障伊朗的权利和利益”。

需要灵活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评论，

美伊都有达成协议的动机， 但随
着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任何一方
“都不想显得过于急于妥协”。双
方最近的一些表态似乎印证了这
一说法。

美方仍在对伊方施压。 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13日说， 决定美伊
能否恢复履约“仅剩数周”，一旦
谈判失败， 美方将同盟友一道审
视其他方案。

伊方则多次表示， 不会迫于
压力仓促让步。 光明通讯社16日
说，如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更
愿意采取明智的决策， 而不是政
治活动和虚张声势， 那么就没有
必要重复“时间限制”这个关键词
和徒劳无益的媒体游戏。

一些媒体和专家指出， 美伊
双方如果要达成协议， 就需要展
现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尤其是美
国方面。

伊朗《德黑兰时报》评论说，
为了推进谈判， 美国可以同意解
冻伊朗海外资产， 作为为达成持
久协议铺平道路的善意姿态，而
不是提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的协
议。

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
智库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问题
专家阿里·瓦埃兹指出，考虑到美
国前总统特朗普单方面退出伊核
协议的“原罪”，美国应首先采取
行动， 在伊朗可核实的领域解除
制裁， 包括针对伊朗石油出口及
相关服务的制裁等。他提出，美国
和欧洲国家应保证， 如果伊朗兑
现核问题相关承诺， 至少能够在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或民主党执政
期间获得协议带来的好处。 对于
伊朗，他建议 ，在美国采取相关
措施的同时，伊朗应冻结其核计
划， 以便为核实美国解除制裁的
效果留出时间和空间。

据新华社

气氛好转分歧仍存
伊核谈判能否破局

美方在南海问题上谈规则贻笑世人

新华社电 据美国媒体16日
报道，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犹太
教堂日前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嫌
疑人是一名英国公民。

得州北部沃思堡郊区科利维
尔一所犹太教堂15日发生一起劫
持人质事件。 经过约11小时的对
峙， 4名人质全部获救， 劫持者
死亡 ， 警方没有说明劫持者死
因。

美国媒体16日援引联邦调查
局的消息说， 联邦调查局确定劫
持事件的嫌疑人是44岁的英国公
民马利克·费萨尔·阿克拉姆， 此
人两周前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入境美国。 执法部门正在评估阿
克拉姆生前的心理健康 状 况 并
调 查 其 是 否 与 恐 怖 组 织 有联
系。

美国总统拜登16日向媒体表
示 ， 劫持人质事件是 “恐怖行
为”， 但当局尚 “没有充分事实”
确定劫持者的动机， 也不清楚犹
太教堂为何成为劫持者的目标。

据报道， 劫持者曾要求美国
政府释放巴基斯坦神经学家阿菲
娅·西迪基。 2010年， 美方以西
迪基试图袭击驻阿富汗美军等罪
名判处她86年监禁。 西迪基目前
被关押在沃思堡一所联邦监狱。

美国得州劫持人质事件嫌疑人为英国公民

1月16日， 一名儿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一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接
种新冠疫苗。 当日， 此新冠疫苗接种中心举行开放日活动， 民众无需
预约即可前往该机构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意大利：新冠疫苗接种开放日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气象局
发言人17日对新华社记者说，澳
相关机构没有监测到汤加地区有
新的火山喷发， 一些媒体当天报
道的澳大利亚达尔文站监测到汤
加又有一次火山喷发的消息不
实。

这位发言人通过电话和电子
邮件方式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
访。 在了解到一些媒体17日的报
道后， 发言人澄清说， 澳大利亚
达尔文火山灰咨询中心 （简称达
尔文站） 没有发布新的火山喷发
的消息。

她说， 对汤加地区的监测由
新西兰气象部门运营的火山灰咨
询中心惠灵顿站负责。 她已从该
站得到确认， 汤加地区目前没有
火山活动， 火山也不再产生火山
灰。 现在从澳东部昆士兰州到南
太平洋一些地区能看到的火山灰
云仍来自于汤加地区上周末的火
山喷发。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洪阿哈
阿帕伊岛14日和15日发生火山喷
发，首都努库阿洛法观测到海啸。
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
利亚等多国发布海啸预警。

未监测到汤加地区有新的火山喷发
澳大利亚气象局：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一项新
研究发现， 一些新冠患者在痊愈
后 ， 其免疫系统有长期持续反
应， 并有与此相关的特定生物标
志物， 这证明 “新冠后遗症” 确
实存在， 也为开发相应诊治方法
打下基础。

上述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英
国期刊 《自然·免疫学》 上， 由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
究所和悉尼圣文森特医院共同开
展。 科研人员以圣文森特医院现
有的一项针对新冠痊愈者的长期
跟踪研究为基础， 以62名在2020
年4月至7月间被确诊感染当时流
行的新冠毒株者为对象， 对他们
感染后3个月、 4个月和8个月的
身体状况进行对照研究。

该研究团队成员表示， 他们
发现部分研究对象在感染新冠病
毒8个月后， 其免疫系统反应仍
很活跃， 这说明体内有持续的炎
症， 而且这些人体内的 I型和 III

型干扰素水平持续较高。 这些干
扰素是细胞在病毒出现时产生的
蛋白质， 通常在感染被消除后就
不再出现。

柯比研究所疫苗和疗法研究
项目负责人、 圣文森特医院传染
病学专家盖尔·马修斯表示， 一
般来说， 当人体感染病毒后， 其
免疫系统会进入消灭病毒的状
态。 但被研究的那些新冠患者的
情况是即使所染新冠病毒已被清
除， 其人体免疫系统仍处于抗病
毒状态， 而对照组的普通感冒患
者身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

这项研究还发现， 不只是新
冠重症患者可能有 “新冠后遗
症”，感染后无论症状轻重都可能
出现这种持续的免疫系统变化。

澳科研人员认为， 在此次研
究中了解新冠患者的免疫系统长
期反应状况， 找到与此相关的特
定生物标志物， 为今后诊治 “新
冠后遗症” 打下了基础。

澳研究为诊治“新冠后遗症” 打下基础

第八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16日继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进行。 伊朗和三个欧洲国家的首席谈判代表此前已于14日暂时离开， 16日
举行的是制裁解除等工作组会议。 分析人士指出， 首席谈判代表返回并不
意味着第八轮谈判结束， 工作组层面的会议仍在进行。 尽管相关方面近期
释放出一些积极信息， 但美国和伊朗仍在不少方面存在分歧， 达成协议需
要双方特别是美方展现更多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