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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遭袭 海湾火药味越来越浓

《日经产业新闻》日报13日发布一
项调查，显示76%的日本人支持女性继
承皇位，反对者占14%。

日本明仁天皇 4 月 30 日正式退
位。时隔202年，这是日本天皇首次退
位。新天皇德仁第二天举行即位仪式，
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

日本皇室典范规定，只有男性皇室

成员才能继承皇位。所以，德仁的妻
子、皇后雅子和二人的独生女、现年17
岁的公主爱子都无缘皇位。

59岁的德仁即位后，弟弟文仁是皇
位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
是文仁和妻子纪子唯一的儿子悠仁。

明仁天皇在位、悠仁出生以前，皇
室第三代一直没有男性继承人。因而，

要求修改皇室典范规定、允许女性继承
皇位的呼声高涨。悠仁的降生平息这
一争论。

日本皇室“人丁不旺”，12岁的悠仁
是皇室这一辈分的唯一男性。

皇室现有6名未婚女性，如果嫁给
非皇室成员，必须脱离皇籍。德新社报
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皇室成员数量
将进一步削减，皇位继承恐怕面临更严
峻危机。

新华社特稿

5月12日，在美国密歇根州荷兰市，游客参加郁金香节。
位于美国五大湖区密歇根州的荷兰市每年在春季栽种大量的郁金香，

举行郁金香节。今年的郁金香节从5月4日持续到12日，组织方预计有超过
500万朵郁金香在节日期间盛开。 新华社记者 汪平 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将
领12日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称为打击“目标”。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美国将对伊朗可能的袭击作
出适当反应，但战争不是美国的目的。

【“威胁”成“机会”】
美国近期在

中东部署“亚伯
拉罕·林肯”号航
空母舰战斗群和
B-52型轰炸机特遣队。美国官员说，这
些部署旨在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
构成威胁的“明显迹象”。“亚伯拉罕·林
肯”号接替上月撤离海湾水域的另一艘
航母。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防空部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
扎德 12 日说：“过去，一艘载有至少 40
到50架飞机和6000名士兵的航母对我
们是严重威胁，但现在它是目标，威胁
已成为机会。”

哈吉扎德说：“如果（美国）采取行
动，我们将迎头痛击。”

当天，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
迪说，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已经到
头”，“他们必须离开”。

另据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网站
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

因·萨拉米当天在议会说，美国在中东
地区发动心理战。伊朗议会发言人贝
赫鲁兹·内马蒂说：“萨拉米司令注意到
地区形势，分析指出美国已经发动一场
心理战，因为美军进进出出是常态。”

【美将“适当”反应】
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状态近来急

剧升级。美国在经济领域不断向伊朗
施加压力，为切断伊朗原油出口接连采
取行动。

伊朗迄今没有因美方不断加码而

服软，多次警告，如果美方“封杀令”使
伊方无法出口原油，将不惜封锁霍尔木
兹海峡；伊朗希望在60天内与伊核协议
其他签署方磋商，如果诉求得不到满
足，将不再接受对铀浓缩丰度的限制。

蓬佩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
业频道采访时说，美方军事部署是对伊

方可能发动袭击
作出的回应，旨
在威慑伊方并在
必要时有能力作

出反应。这一采访定于美国时间13日
播出。

“如果伊朗决定冲着美国的利益来，
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也门或是中东
其他地方，我们准备以适当的方式作出
反应，”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战争。”

蓬佩奥 13 日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与欧洲联盟官员讨论伊朗问题，随后前
往俄罗斯海滨城市索契，会晤俄罗斯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外交部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 新华社特稿

比利时官员11日披露，比利时政府
正在考虑暂停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出
口，缘由是媒体报道沙特方面在也门战
场使用比利时生产的武器，殃及平民。

比利时外交大臣迪迪埃·雷恩代
尔接受法语区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说，
如果证据显示沙特军队使用比利时产
武器在也门等地作战，“最好暂停（对
沙特）军售”。

雷恩代尔说，最终决定将由武器
生产商所在的瓦隆地区政府作出。瓦
隆地区官员说，如果沙特违反当初与
比利时签署的协议，在战场使用比利
时产武器，已经获得出口许可的合同
可能被叫停。

比利时《晚报》8日援引一项调查
报道，沙特军队使用从比利时进口的
武器和军事技术，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殃及平民。

沙特方面暂时回应上述报道。

欧洲国家对沙特军事介入也门有
意见分歧。法国没有叫停对沙特军
售，认定这是在帮助“打击恐怖主
义”。德国去年11月以沙特籍记者贾
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领事馆内遇害以及沙特方面可能
把德制武器用于军事干预也门为由，
宣布不再批准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许
可。德国政府今年3月底把禁令续期
6个月。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国家外
交官告诉法新社记者，欧盟定于13日
召开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对沙特军售
事宜，议题涉及沙特对利比亚东部军
事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麾下“国民
军”的支持。

“国民军”4月初发起西进攻势，迄
今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外与联合
国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军事力量交
火。 新华社特稿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北部桑马滕加
省达布洛镇一座天主教堂 12 日上午遭
遇袭击，6人死亡。

【烧杀抢夺】
达布洛镇长奥斯曼·宗戈 12 日说，

一伙武装人员上午9时左右闯入教堂并
向民众开枪射击，5名教徒和1名神父死
亡。武装人员随后在教堂、周边几家商
店和一家小咖啡厅纵火，打劫一家药店
并纵火焚烧药店员工的一辆汽车。

宗戈说：“镇上弥漫恐慌的气氛……
人们躲在家中，没有其他（袭击）发生，商
店关闭。”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安全人员告诉
记者，袭击者年龄介于20至30岁，邻近
地区的安全人员赶赴达布洛增援。

暂时没有个人或团体宣称发动这次
袭击。宗戈谴责袭击者“野蛮”，认定袭击
针对特定宗教群体带有分化民众的企图。

布基纳法索位于非洲西部，曾是法
国殖民地，过半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大约
四分之一民众信奉基督教，其他人信奉
非洲原始宗教，不同宗教教徒基本和平
相处。

【袭击频发】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12日谴责这次袭击，呼吁布基纳法索民
众“彼此坚定地站在一起，不向挑拨离间
和煽动暴力的企图屈服”。

布基纳法索上月发生一起类似事
件。一伙武装人员4月28日袭击北部城
镇辛加吉一座教堂，杀害4名民众和1名
牧师。两名法国人、一名美国人和一名
韩国人先前在布基纳法索遭绑架，法国
特种部队9日夜至10日晨发起行动，解
救上述人质。

“伊斯兰国”、安萨鲁拉伊斯兰组织
等极端组织 2015 年开始渗入布基纳法
索，从北部开始发动袭击，向包括瓦加杜
古在内的地区和东部蔓延。法新社报
道，布基纳法索过去4年近400人死于各
类袭击。

为了遏制极端势力扩张，法国向布
基纳法索以及邻近的马里、尼日尔和乍
得派兵合计4500人。 新华社特稿

近80%日本人支持女性当天皇

美国荷兰小城的郁金香节

伊朗高官将美军视为打击“目标”

布基纳法索

一教堂遇袭 6人死亡

比利时考虑叫停对沙特军售比利时考虑叫停对沙特军售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邵杰 宿亮）海湾阿拉伯
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扎耶尼13日在一份声明中谴责此
前发生在阿联酋领海水域的商业船只遭“破坏袭击”事
件。扎耶尼表示，谋划和实施伤害地区航行安全、威胁平
民船员生命之举，是局势的“危险发展和升级”。

这一事件无疑凸显海湾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由
于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各方均对海湾地区任
何事态变化持续密切关注，这一地区近期火药味越来越
浓。

44艘商船遭艘商船遭““破坏袭击破坏袭击””
阿联酋外交部12日在一份声明中透露，4艘商业船只

当天在阿联酋富查伊拉酋长国以东海域遭“破坏袭击”。声
明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有害化学物质或
燃料泄漏，但没有说明破坏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

随后，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部大臣哈立
德·法利赫13日表示，两艘沙特油轮在阿联酋水域遭“破
坏袭击”，导致船只“严重损坏”。

法利赫介绍，这一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日6时（北京
时间12日10时），其中一艘涉事沙特油轮正准备前往沙特
港口装载计划交付给美国客户的原油。不过，沙特方面没
有透露遭“破坏袭击”的油轮名称，也没有指认嫌疑方。

部分媒体援引公开渠道卫星画面报道，事发地没有
起火或冒烟。

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海运局发布一条警告，提醒水
手在经过相关地区时保持警惕。此前，美国海运局曾发
布公告称，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5月初之后对美国及其
盟友在中东所属设施和人员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增
加。

据了解，“破坏袭击”事发地靠近富查伊拉港口，位于
海湾地区战略要冲霍尔木兹海峡以南140公里处。

火药味越来越浓火药味越来越浓
有分析人士认为，商船遭“破坏袭击”，再次凸显海湾

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升级地区紧张局势，使得
海湾地区火药味越来越浓。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中东动作频频，派“亚伯拉罕·
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B-52型轰炸机特遣队前往海
湾地区，随后进一步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套“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作为支援。

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强烈。多名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
官12日表态，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曾是严重安
全威胁，但现已变成“靶子”。

就目前情况看，美伊都不希望在近期大打出手。美
国没有速战速决把握，也没有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
工作，目前的兵力部署只能达到防御和威慑目的。伊朗
既不愿意同美国直接开战，也不会心甘情愿对美国低头
服软。

尽管如此，也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发生小规模冲突的
可能性。美国已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黑
名单，这是美国首次把一个主权国家的军队列入该名
单。一般来说，列入这个名单的组织和个人都有可能成
为美国军事打击的目标。

伊朗以牙还牙，把美军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中央司
令部和驻中东部队贴上恐怖组织标签，使得后两者也有
可能成为中东一些武装组织的袭击目标。

可以说，美伊两国目前已经处于爆发热战的“临界
点”上。

各方应保持克制各方应保持克制、、加强对话加强对话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多边协

议，对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及中东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应当得到完整、有效执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上周在发布会上表示，中方
坚决反对美方对伊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对美方
有关做法进一步加剧伊核问题紧张态势表示遗憾。

“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是各方共同责任，我们呼吁有
关各方都能保持克制、加强对话，避免紧张局势轮番升级。
中方将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继续为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
作出努力，同时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和正当权益。”

伊朗吁警惕伊朗吁警惕““阴谋阴谋””
伊朗外交部13日说，就4艘商船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附近海域遇袭事件，地区国家应提防一些可能的“阴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对这起事件表达

“忧虑和遗憾”，希望了解更多事件详情。他同时呼吁地
区国家提防其他国家的“冒险主义”举动，警惕“一些不怀
好意者阴谋破坏地区稳定和安全”。

背景链接

伊朗2015年7月与美国等六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它的制裁。美国
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

进入2019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以来，美国和伊朗紧
张关系急剧升级：

4 月 8 日，美国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
织”；

4月22日，美国宣布将停止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
裁豁免，以截断伊朗财政收入来源；

5月3日，美国宣布将不再续期针对伊朗核设施的部
分制裁豁免，以强化对伊朗核活动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