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其龙 版面 / 立方 校对/ 闫鸿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15A

欧洲联盟 8 日决定制裁一个伊朗情报机构和两名情报官
员，原因是荷兰、丹麦和法国指认伊朗方面图谋在欧洲发动袭
击。为维持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欧盟先前尽量避免对伊制
裁。伊朗否认关联三国所述袭击，指认欧洲国家窝藏恐怖分
子，制裁将损害伊欧关系。

【冻结资产】
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开会，同意制裁。据丹麦外交部发布，欧盟“恐怖分子名单”加
入了伊朗情报和安全部内部安全局及其主管赛义德·哈希米·
穆加达姆和伊朗驻奥地利外交官阿萨杜拉·阿萨迪。

穆加达姆身处伊朗，阿萨迪现在比利时接受拘押。制裁定
于9日生效，制裁内容之一是冻结那些实体和个人在欧盟境内
的资金和资产。

丹麦外交大臣安诺斯·萨穆埃尔森在社交媒体写道，欧盟
制裁释放“强硬信号”，“我们将不会容忍欧洲发生那类行为”。

荷兰政府8日指认伊朗方面涉嫌在荷兰境内刺杀两名伊朗
裔荷兰公民。其中一人2015年在阿尔默勒市遇害；另一人对伊
朗内外政策持不同政见，2017年在海牙家门前遭不明身份的枪
手射杀。

丹麦去年10月30日指认伊朗情报部门图谋在丹麦袭击一
名伊朗反政府武装头目，当天宣布召回驻伊大使。这名头目所
属反政府武装关联伊朗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阿瓦士去年9月22
日发生的阅兵式袭击。

比利时检察部门去年7月说，一对伊朗裔比利时夫妇被捕，
涉嫌密谋袭击伊朗境外反政府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同
年6月3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郊区组织的集会。法方随后冻结
穆加达姆、阿萨迪以及伊朗情报和安全部国内安全局在法资
产。比方认定阿萨迪是那对夫妇的“联系人”。

【伊朗否认】
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欧洲国家所述袭击，说那些指责旨在损

害欧盟与伊朗的关系。
“指认伊朗无法让欧洲推卸窝藏恐怖分子的责任，”伊朗外

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8日在社交媒体写道，“欧洲国
家，包括丹麦、荷兰和法国，窝藏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是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主要组成
部分，1965年组建，成员流亡海外，长期施用暴力手段。伊朗政
府把这一反政府武装和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和欧盟2012年以后不再把这一组织列为恐怖组织。

伊朗先前回应比利时逮捕伊朗裔夫妇，说伊方与袭击图谋
无关；未遂袭击由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自导自演”，企图损害
伊欧关系。

【影响协议？】
这是欧盟自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以来第一次制裁伊

朗。荷兰政府8日说，荷方和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官员会晤
伊朗官员，对“伊朗可能卷入发生在欧洲的敌对行径表达严重
关切”。如果伊方不配合欧洲方面的调查，不排除施加新的经
济制裁。

路透社解读，对欧盟而言，对伊施加经济制裁依然“敏感”。
丹麦外交大臣萨穆埃尔森当天说，考虑伊核协议现状，一

些欧盟国家“犹豫”是否对伊朗施加制裁。他没有指明是哪些
国家。

“只要他们（伊朗）遵守承诺，我们会留在伊核协议，”萨穆
埃尔森说，“挽救协议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

美联社报道，欧盟制裁可能让欧洲国家挽救伊核协议的努
力变得“复杂”。欧洲国家一方面劝说伊朗留在协议中，另一方
面因为与协议无关的“罪行”而惩罚伊朗，艰难求平衡。

萨穆埃尔森说，欧盟决定制裁伊朗以前曾与美方官员“通
气”。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强烈支持”制裁伊朗，认为制裁释
放绝不容忍恐怖主义的清晰信号，说美方与欧洲盟友站在一起。

伊朗方面先前警告，如果欧洲国家无法保护伊朗的贸易和
金融利益，伊朗可能退出伊核协议。 新华社特稿

德国西北部不来梅州首府不来
梅市 7 日晚些时候发生一起袭击事
件，德国联邦议院议员、极右翼政党
德国选择党当地领导人弗兰克·马格
尼茨遭多名男子当街殴打，失去意识。

警方 8 日呼吁目击者联系警方，
提供线索。德国政界严词谴责这一
暴力违法行为。

【关联政治】
袭击 7 日 17 时 20 分左右发生在

不来梅市一处剧
院附近。

不来梅警方
说，至少3名男子
手持凶器击打马格尼茨头部，凶器尚
未明确。行凶者身穿深色衣服，头戴
帽子或头巾，打伤马格尼茨后逃离现
场。两名卸货的工人发现马格尼茨
躺在地上，叫来救护车。

不来梅警方推断，针对马格尼茨
的袭击带有政治动机。

马格尼茨现年 66 岁。他所属德
国选择党发布马格尼茨躺在病床上
的照片。德国选择党说，马格尼茨 7
日离开不来梅一家当地报纸的新年
招待会后遇袭，袭击者用木头猛击马
格尼茨。

德国媒体援引马格尼茨的话报

道，他没有看到行凶者，也没有听到他
们说话。警方寻求目击者提供线索。

【政界谴责】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发言

人斯特芬·赛贝特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发文，谴责针对马格尼茨的暴行，

“希望警方很快抓获犯罪分子”。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同样谴

责袭击。马斯在“推特”上写道，暴力
决不能成为政见不同的发泄手段，袭

击者应当受到惩罚。
马斯持中左立场，先前多次抨击

德国选择党的极右翼言论。
绿党成员塞姆·厄兹代米尔表

示，应当以合法手段遏制德国选择
党，而非暴力。“用仇恨对抗仇恨，只
会让仇恨成为最后赢家。”

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约尔格·莫伊
滕和亚历山大·高兰发表联合声明：

“针对弗兰克·马格尼茨的懦弱、危及
生命的袭击是反对我们的政客与媒
体不断煽动的结果。”

【选举在即】
德国选择党创建仅6年，以反移民

立场迅速崛起，是德国联邦议院最大反
对党，在德国16个州议会有议席。

不来梅州是德国面积最小的州，
定于5月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德国选
择党在不来梅州根基相对较浅，2017
年联邦议院选举时在那里的得票率
为 10%，低于全国 12.6%的得票率水
平。

随着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总理默
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多个州议会

选举中得票率大
幅下滑。去年10
月，执政联盟在
巴伐利亚州和黑

森州议会选举接连受挫，成为引发默
克尔退意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月底，
默克尔宣布放弃连任执政党基民盟
主席，留任总理至2021年。

德国不时发生针对政界人士的
袭击。2015年，德国科隆市市长亨丽
埃特·雷克尔竞选时被一名44岁男子
用刀刺中颈部受重伤，男子袭击动机
为仇视外国人。2017 年，德国北莱
茵-威斯特伐利亚州阿尔特纳镇镇长
安德烈亚斯·霍尔施泰遭一名男子用
刀刺伤颈部，袭击者对他支持接收难
民的立场不满。

新华社特稿

韩国总统文在寅8日下午改组幕
僚团，任命3名新成员。其中，韩国驻
华大使卢英敏改任青瓦台秘书室室
长、即幕僚长，将在9日零时正式就职。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日下午宣布，
总统文在寅的幕僚团更换3名成员。其
中，驻华大使卢英敏为新任青瓦台秘书
室室长，前国会议员姜琪正为新任政务
首席秘书，韩国文化广播电台前评论员
尹道汉为新任民政首席秘书。

卢英敏 1957 年生于忠清北道清
州，毕业于延世大学，连任3届国会议

员。他1999年涉足政坛，2012年总统
竞选期间出任文在寅的秘书室室长。

2017年总统竞选中，卢英敏充任
文在寅竞选团队选举对策委员会组
织本部长，主要分管帮助文在寅拉
票。2017年10月，卢英敏赴中国，就
任韩国驻华大使。

一些分析师认为，鉴于卢英敏、
姜琪正和尹道汉属于“亲文”阵营核
心人物，这次改组后，总统幕僚团中

“亲文”派主导地位将加强，有利于政
府加快各项改革进程。

这3人的任命无需经由国会听证
会表决通过。

文在寅今年将迎来5年任期的第
3年。青瓦台高级官员说，改组幕僚团
后，文在寅10日将在青瓦台举行新年
记者会，而后在春节前后改组内阁。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圭德8日在
记者会上说，卢英敏离开驻华使馆
后，使馆工作不会出现空白。按他的
说法，大使不在期间，临时代办将负
责使馆事务，不会影响外交工作。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韩国大邱地方
法院浦项分支机构8日宣判，同
意日本殖民时期遭强征劳工案
原告申请，扣押被告、日本新日
铁住金公司在韩国部分资产。

4 名韩国人向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强征他们做苦力的
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索赔，后
者一直没有支付赔偿。韩国大
法院、即最高法院2018年10月
30 日裁定，维持首尔高等法院
2013年7月所作判决，即认定新
日铁住金曾把上述 4 名韩国人
强掳至日本做苦力，应当向他
们每人赔偿 1 亿韩元（约合 61
万元人民币）。

原告律师团去年底向大邱
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扣押
新日铁住金公司与韩国浦项制
铁公司合资企业中前者所占的
部分股份。

新日铁住金公司持有这家
合资企业大约234万股股票，市
值大约为110亿韩元（6703万元
人民币），律师团要求扣押其中
大约8.1万股股票。

大邱地方法院浦项分支机
构一名官员说，法院正在把相
关文件交给这家合资企业。一
旦判决生效，新日铁住金公司
将失去这部分股份的处置权。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新日
铁住金公司方面说，打算就如
何回应法院判决继续与日本政
府磋商。

据新华社电 常有乘客抱怨飞机餐难吃。营养学研究人员
认为，这恐怕在所难免，因为受机舱内压力、湿度和噪音等环境
因素影响，人的嗅觉和味觉等感官灵敏度减弱，不能充分体验
食物带来的乐趣。

高空飞行低温环境下，食物吃起来自然不美味。机舱内加
压环境会降低人体血氧水平，减弱体内嗅觉接收器的灵敏度。
机舱内持续循环的干燥空气也会影响鼻子正常发挥功能。机
舱内空气平均湿度为12%，甚至低于撒哈拉沙漠的空气湿度。

由于人类体验食物时嗅觉和味觉紧密相关，嗅觉损失会影
响人们品尝食物的味道。营养学专业人士赫伯特·斯通曾参与
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食物准备工作。美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
(CNN)9 日援引他的话报道，“湿度低和空气流动会令鼻腔干
燥，这将降低闻气味和尝味道的能力”，同样的食物如果在海平
面高度尝起来，味道会好很多。

另有研究显示，不同食物在高空环境损失其味道的程度不
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进行
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客机飞行高度，盐的咸度降低20%至30%，
糖的甜度降低15%至20%。相比之下，人们对水果香味和酸味
的体味基本维持不变，辣椒和气味浓烈的香料味道也基本稳
定。所以，人们在飞机上吃海盐焦糖马卡龙可能感觉味如嚼
蜡，但吃泰餐或韩国泡菜的美味程度却没有打折。

指认图谋袭击 欧盟制裁伊朗

新华社华盛顿1月8日电 美国航
天局最新发布消息说，小行星探测器

“奥西里斯-REx”日前在距地球 1.13
亿公里的地方拍下一张照片，使得地
球、月球和小行星贝努“同框”。

小行星贝努直径仅约500米，是人
类航天器迄今在轨绕行的最小天体。

美航天局说，该探测器在 2018 年
12 月 19 日飞近贝努的过程中，其携
带的照相设备拍下了一张宝贵的长
时曝光照片。当时探测器距离贝努
仅约 43 公里，但距离地球 1.13 亿公
里。因此在照片上，位于右上方的贝
努呈现为一个大的白色亮圆，左下方

的地球及月球由于太过遥远，只是一
个小白点和小小白点，但二者均清晰
可见。

“奥西里斯-REx”于2016年发射，
已于2018年12月31日进入绕贝努飞行
的轨道，距这颗小行星的中心仅约1.75
公里。这创下了纪录，此前尚无航天器
如此近距离绕行这种小天体。

按计划，“奥西里斯-REx”将于
2020年伸出取样臂接触小行星表面并

“一触即走”，获取至少60克土样。如
任务进展顺利，它将于 2021 年 3 月踏
上归途，2023年9月从地球近旁飞过时
把样本舱弹出送回地球。

文在寅任命驻华大使为新幕僚长

1月8日，“脱欧”的支持者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示威。英国首相府
8日确认，一度推迟的“脱欧”协议投票表决将于15日在议会下院举行。

新华社/路透

飞机餐不好吃有道理

韩法院批准就劳工案

扣押日企资产

德极右翼政党地方领导人遭当街暴打

英国议会将就“脱欧”协议举行投票

美探测器在1亿公里外为地球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