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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府官员解读美国政府再次追加
对伊方制裁，认为美方先前类似手段没有
奏效，如今无计可施。

伊朗军方将领则再次警告，美方如果
对伊方动武，将有严重后果。

斥故技斥故技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
夫20日告诉伊朗媒体，美国政府又一次对伊
朗追加制裁，“显示美方绝望……他们以各
种理由反复制裁同一个机构，表明他们以极
限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的企图失败”。

扎里夫作出这一解读时身处美国纽
约。他当天抵达，参加第74届联合国大会。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赛尔·
赫马提说：“美国政府再次制裁（伊朗）央
行，表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

美国政府20日宣布对伊朗施加最新制
裁，作为对“伊朗袭击”沙特阿拉伯石油设
施的回应。美国财政部说，制裁对象是伊
朗央行、伊朗国家发展基金和一家伊朗企
业。

按照财政部的说法，上述实体长期向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军事组织提供财政支
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这是美方
迄今对其他国家施行的最严厉制裁；按照
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的说法，美方已经
切断伊方所有资金来源。

美国政府去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恢复和多次追加对伊制裁，试图用“极
限施压”手段迫使伊方重返谈判桌。

美方宣布最新制裁以前，伊朗央行已经
列入美方制裁清单。美国政府今年4月把伊
斯兰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首次把一个国
家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指认伊朗
央行向这一武装力量提供财政支持。

遭美方制裁的个人包括伊朗最高领袖
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和扎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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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军方高级官员20日又一次警告美
方不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

参加一场活动时说，伊朗不希望爆发冲突，
但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即使）一次规模
有限的侵略，（后果）也不会有限，我们将惩
罚所有侵略者，直到完全摧毁他们”。

萨拉米参加的活动在首都德黑兰举
行，用以展示伊朗防空武器系统及其击落
的外国无人驾驶飞机，包括美国无人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在霍尔木兹海峡
附近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RQ-4 型“全球
鹰”式高空无人侦察机，指认它侵入伊朗
领空。

扎里夫 19 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会触发“全面战争”。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向海湾地区增派
兵力和装备。美国军方20日宣布，应沙特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请求，美军将在这一
地区增加防空力量部署。

特朗普20日宣布追加对伊制裁时重申，
不希望对伊朗动武。他说，保持克制与军事
打击相比，后者“更容易办到”，而前者更能

“显示实力”。他声称：“制裁有效。”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法国巴黎市警察局21日宣
布，截至当天傍晚，在处置当天“黄马甲”
等游行示威活动中，共逮捕164名暴力分
子，对395人开出罚单。巴黎市检察院当
晚宣布，被逮捕者中已有120人被拘留。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当晚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说，感谢警方为维护秩序做出
的努力。他说：“暴力分子被逮捕，破坏行
为被制止。”

据报道，巴黎警方当天部署了7000多
名警力。巴黎市警察局长迪迪埃·拉勒芒
20日说：“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已经被列入
禁止游行区域，任何人违反禁令都将立即
面临罚款。”

除警方外，巴黎消防部门21日也采取
了特殊措施，为消防员配备摩托车和便携
灭火器，增加机动性，及时处理火情。

21日，法国发生第45轮“黄马甲”抗议
活动，巴黎等地还举行了气候变化游行。
部分暴力分子混入游行队伍，企图实施暴
力破坏行为。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
催泪瓦斯。

由于本周末游行与欧洲遗产日重合，
包括凯旋门和巴黎大、小皇宫博物馆在内
的多处景点古迹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取
消在遗产日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计
划。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呼吁游行者“保
持冷静”，不要干扰参加欧洲遗产日活动
的民众。

自去年11月17日第一次“黄马甲”运
动爆发以来，多次发生严重暴力打砸事件
和警方与游行队伍的激烈冲突。在处置

“黄马甲”暴力游行时，法国警方依法逮捕
大批暴力分子。据法国内政部发布的数
据，自“黄马甲”运动发起以来，警方已拘
捕上万人。

当地时间周四（19日），希尔顿酒店前
CEO、美 国 慈 善 家 巴 伦·希 尔 顿 (Barron
Hilton)在洛杉矶的家中去世，终年91岁。

综合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英国《每日邮
报》等外媒21日消息，巴伦·希尔顿的儿子、
慈善机构康拉德·N·希尔顿基金会主席史
蒂文·希尔顿（Steven M. Hilton）发表声明
宣布了父亲去世消息，称“他的一生充满了
冒险和非凡的成就，希尔顿家族为失去这
样一位杰出人物感到悲痛。”

巴伦·希尔顿的孙女、好莱坞女星帕丽
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在 Ins 上发文向祖
父致敬，称“祖父是一位传奇人物，有远见、
聪明、英俊、善良，过着充满成就和冒险的
生活。”

巴伦·希尔顿于1927年10月23日出生
于达拉斯。1937 年，他与父亲康拉德·N·
希尔顿（Conrad N. Hilton）一起搬到了洛杉
矶。二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发展出对
业余摄影的热爱，并爱上了飞行。1966
年，他接任希尔顿酒店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在经营家族企业的30年里，他做
了很多房地产收购与合并，扩大了商业帝
国。

希尔顿也是洛杉矶电光队的创始人，
当时他以25,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特许
经营权。并帮助构思团队的闪电标志。为
了接管希尔顿酒店，他于1966年出售该球
队。

巴伦·希尔顿还是知名的慈善家，他有
8个孩子，15个孙子女和4个曾孙女。

本报综合消息

法国巴黎警方

逮捕上百名暴力示威者

希尔顿酒店前CEO

巴伦·希尔顿去世，终年91岁

伊朗：除了制裁美国已无计可施

欧洲东南部国家阿尔巴尼亚21日遭遇
浅源地震，截至22日凌晨仍有余震，希腊、
意大利、黑山等周边多国有震感。当地地
质部门测算显示，震级为5.8级。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说，这是阿尔巴尼
亚30年来最强地震，所幸没有人员死亡报
告。当地媒体报道，至少108人受伤。

“犹如噩梦”

阿尔巴尼亚21日下午发生浅源地震，
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位于都拉斯附近，距
首都地拉那大约40公里，截至22日凌晨又
发生多次余震。

阿尔巴尼亚地球科学研究院监测显
示，地震震级为5.8级，11分钟后的一次余
震则为5.3级。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测算，
地震震级为 5.6 级，随后三次余震分别为
5.1级、4.7级和4.8级。

按照阿尔巴尼亚国防部的说法，这是
阿尔巴尼亚过去30年遭遇的最强地震。

地拉那一名67岁的老人阿吉姆说：“在
我记忆中，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次更厉
害的地震。”

他谈及当时情景：“邻居们全都跑到屋
外，大声尖叫。还好，地面震动时间不算
长，大概震了 20 秒。对住在 10 楼的人来
说，真是犹如噩梦！”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
部，北部与黑山接壤，南部与希腊为邻，西
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据多国媒
体报道，黑山、意大利、希腊、北马其顿等多
国21日有震感。

百人受伤

阿尔巴尼亚政府部门21日出动应急人
员，投入救援行动。阿尔巴尼亚官方媒体
报道，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随即取消
原定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
程。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奥尔塔·扎卡在

一次记者会上说，初步情况汇总显示地震
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阿尔巴尼亚一家新闻网站以医疗机构
为消息源报道，至少108人在地震中受伤。
阿尔巴尼亚卫生部当天早些时候说，地拉
那、都拉斯等地68人受伤，其中多数人是轻
伤，接受简单处理后出院。

扎卡21日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地
拉那地区 48 栋民宅和 3 栋公寓楼受损，都
拉斯地区 42 栋民宅和 4 栋公寓楼受损，其
他地区20栋建筑物受损。另外，地拉那和
其他多个城镇及村庄的供电网络和电话线
路中断。

从现场发回的画面显示，都拉斯一栋
公寓楼受损较严重，一条大裂缝从六楼墙
体蔓延到一楼。随着多栋建筑物墙体开
裂，不少民众从咖啡馆和住宅里撒腿往街
上跑。

扎卡证实，费里产油区的油井设施没
有受地震影响。 新华社特稿

伊朗军方21日展示今年6月击
落的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飞机残骸，
再次提醒美国不要动武，声称即使
遭遇有限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强力
回应。

伊朗军方当天在一场纪念伊朗
与伊拉克二十世纪80年代战争、即

“两伊战争”的活动中展示伊朗防空
武器系统及其击落的外国无人机，
包括今年6月击落的一架美军无人
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0日
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上空击落一架
美军RQ-4型“全球鹰”式高空无人
侦察机，指认它侵入伊朗领空。美
方声称，遭击落时，无人机处于国际
空域。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
萨拉米出席展览时说，革命卫队举
行过演练，准备应对“各种情况”，

“如果有人侵犯边界，我们必将回
击”。

萨拉米警告说，即使遭遇有限
军事打击，伊朗也不会善罢甘休。

他说：“（即使）一次规模有限的
侵略，（后果）也不会有限，我们将惩
罚所有侵略者，直到完全摧毁他们”。

出席同一场活动的伊朗革命卫队航天
部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扎德说，任何攻击
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将遭到“毁灭性回击”。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位
于沙特北部的布盖格炼油厂和胡赖斯油田
本月14日遭无人机袭击，燃起大火，严重影
响沙特原油产量。也门胡塞武装承认发动
袭击，但美国方面指认伊朗是“黑手”，遭伊
朗否认。

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美国对伊朗追
加制裁，在海湾增加防空力量部署。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日召集白宫国家安
全团队讨论后续应对方案。特朗普和其他
美方高级官员先前说，不希望与伊朗开战，
不想动用战争选项。

沙特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朱拜尔 21
日在记者会上说，袭击沙特石油设施的巡
航导弹和无人机由伊朗制造且来自北方，
即伊朗相对于沙特所在的方向。朱拜尔

说，沙特将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采取应对
行动。

美国和沙特没有就伊朗关联14日袭击
出示证据。

海湾局势紧张令周边国家绷紧神经。
美联社报道，科威特近期加强港口安全和
军队战备状态。科威特面粉和面包公司
说，这家企业的储备粮够科威特人吃 8 个
月。

新华社特稿

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别动武

阿尔巴尼亚遭遇30年来最强地震

9月21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
拉米（前右一）参观被伊朗军方截获的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