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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针对美国在海湾加
强军事部署，说伊朗应当“统领”地区安全，警
告外国军队不要介入。

他说，伊朗将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和平方
案，主张与海湾国家结成“希望联盟”。

欲欲““统领统领””

鲁哈尼20日在首都德黑兰纪念伊朗与伊
拉克二十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的阅兵式中
说，域外国家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可能威胁全球

“能源安全”。
美国政府指认伊朗方面关联沙特石油设

施本月14日遇袭，遭到伊方否认。也门胡塞武
装承认发动袭击，美英两国持异议。伊方声
明，任何来自美国或沙特的军事报复都将导致

“全面战争”。
鲁哈尼说，在监护海湾地区以及通行海湾

的要冲、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方面，伊朗向海湾
国家伸出“友谊和兄弟之手”。

美方以“航行安全”为名，提议在海湾建立
“护航联盟”。不过，美方提议仅获得英国、澳
大利亚和巴林呼应。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以后，
沙特和阿联酋上周同意加入。

鲁哈尼说，伊方拟向联合国大会提议的和
平方案旨在团结海湾国家，组建“希望联盟”；
以不需要域外国家介入为前提，确保航行安
全。

鲁哈尼定于25日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
第74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

再再““阅兵阅兵””

伊朗多地22日举行纪念两伊战争39周年
活动，德黑兰举行阅兵仪式，展出部分伊朗主
要军事装备。

伊方展示“霍尔达德-3”防空导弹系统。
这一系统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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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伊方展出一种射程可达2000公里
的中程导弹。

美联社报道，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
斯港，当地举行类似阅兵仪式，展示数十艘快
速攻击艇。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画面，显示伊
朗海军士兵在一艘航行中的舰船一侧演练绳
降……

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21
日警告，即使遭遇有限军事打击，伊朗不会善
罢甘休，会“摧毁所有侵略者”。

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迪22日告诉伊
朗迈赫尔通讯社，伊朗已经准备好保卫海疆，
将对所有侵略行径还以“摧毁一击”。

他说：“面对敌人的任何误判和侵略，（海
军）将与其他军种一道，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
给予最具摧毁性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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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打算统领海湾地区安全

继前一天遭遇“30年来最强地震”，阿
尔巴尼亚余震不断，截至 22 日发生超过
340 次余震。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人
员死亡的报告，而伤员超过百人。

阿尔巴尼亚 21 日 16 时 4 分发生浅源
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位于港口城
市都拉斯附近，随后时有余震，持续至次
日。阿尔巴尼亚地质科学部门监测显示，

地震震级为5.8级；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分别测算，震级为
5.6级。

地拉那、都拉斯、爱尔巴桑是地震重
灾区，全国大约600栋民宅受损，中部和西
部多地的供电网络、电话线路和自来水供
应中断。

至少 500 人 21 日晚在临时安置点过

夜。在都拉斯，不少居民22日不敢返
回家中，打算连续第二天在临时安置
点过夜；政府部门在当地一座足球场
搭建起帐篷，派人送去食品和医疗物
资，以接纳灾民。

阿尔巴尼亚调查人员 22 日着手
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禁止民众返回
不安全的建筑物中。从先前发布的
现场画面看，都拉斯一栋公寓楼严重
受损，一条大裂缝从六楼墙体延伸到
一楼。

阿尔巴尼亚教育部长贝萨·沙希
尼宣布，地拉那、都拉斯和爱尔巴
桑全部中小学校23日停课。据她介
绍，98 所中小学校在地震中受损，
其中两所学校的建筑物确认“不安
全”。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
半岛西部，北部及东北部与黑山、塞
尔维亚、北马其顿接壤，西隔奥特朗
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南部与希腊为
邻。黑山、意大利、希腊和北马其顿
21日报告有震感。

按照阿尔巴尼亚国防部的说法，
这是欧洲巴尔干半岛这一西南部国

家过去30年遭遇的最强地震。
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决定取消

原定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
程。拉马说，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多
国向他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国防部长奥尔塔·扎卡证实，费里产
油区的油井设施没有受地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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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在阿尔巴尼亚都拉斯，人们在一处临时避难营地休息。

阿尔巴尼亚遭遇逾340次余震

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 21 日宣布，为
避免与俄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在太空

“相遇”，原定24日发射的“鹳”号货运飞
船推迟一天升空。

日本三菱重工在一份声明中说，“依
据对国际空间站和‘联盟号’飞船最新轨
道的分析，日方决定改变计划，缘由是
H2B型二级火箭脱离运输货运飞船后，可

能朝‘联盟号’飞船的方向移动。”
这是 H2B 运载火箭第二次推迟发

射。谷岛航天中心本月 11 日发生火灾，
致使发射时间由11日推迟至24日。这次
发射任务是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实验设备、
多个新的储水罐、氧气发生系统以及三颗
小型卫星。

俄罗斯“联盟-FG”火箭定于格林尼

治时间25日13时57分发射，运送“联盟”
号 MS-15 载人飞船计划在当天 19 时 45
分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这艘飞船将搭载
三人，包括俄罗斯航天员奥列格·斯克里
波奇卡、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首名“太空人”哈扎·曼苏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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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
西班牙《国家报》22日刊发的采访中说，后
悔当年“放手”让英国民众作出英国脱离欧
盟的决定。

不过，他相信在英国“脱欧”期限到来
以前，双方还有时间达成协议。

容克再次提到16日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在卢森堡会面，认定会面有“建设性和
部分积极效果”。他说，“我不认同一些人的
看法，即认为约翰逊在与我们以及他自己玩
游戏”，英国仍然“有机会”与欧盟达成协
议。

容克定于 10 月 31 日卸任欧盟委员会主
席，与英国“脱欧”期限巧合地在同一天。
他在采访中着重谈到，欧盟委员会当年应该
扮演更积极角色，在英国的公民投票中回击
那些“谎言和假新闻”。

他继而说到，英国从欧盟脱离“是欧洲
的悲剧时刻”，英国2016年公民投票结果不让
他意外，因为英国民众数十年间接收到信
息：政治联盟是“联邦主义者们要干的傻
事”，共同市场已经足够。

他回忆，英国国内当时“脱欧”造势此
起彼伏，而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要求欧盟委
员会“置身事外”。他说，这一要求下，“我
们的委员会决定不干预，犯下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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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相遇”日本运载火箭推迟发射

今年联大辩论有何看点

容克后容克后悔悔

“放手”英国“脱欧”

新华社电 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24日将于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
幕。在一周左右时间里，各国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将纷纷亮相，就关心的国际问题
阐述各自观点。

今年的一般性辩论笼罩在气候变化加
剧、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挑战以及海湾地
区紧张升级等阴影之中。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在18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向各国领
导人喊话，希望他们拿出“雄心和行动”。

气候行动成焦点气候行动成焦点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
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
组成。大会于每年 9 月至 12 月举行常
会。常会通常分两个阶段，前段就是一般
性辩论阶段，这也是每年联合国大会最受
关注的环节之一。

古特雷斯自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变
化作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气候行动
成为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的焦点可谓顺
理成章。本届联大的主题为“激励多边努
力消除贫困，促进优质教育、气候行动和
包容性”，也包含了这一关键内容。

古特雷斯在今年的一般性辩论开始
前一天将主持召开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他本人为此次峰会煞费苦心，多次呼吁各
国领导人为峰会带来“大胆和具体”的行
动计划。古特雷斯近日在与十几位国际
媒体记者共进工作午餐时表示，气候变化
是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他将
尽其所能推动“非常强有力和坚定的气候
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些年来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行动积极、成果显著，得到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古特雷斯
说，中国正提前兑现在《巴黎协定》中所做
承诺，国际社会应看到中国在气候行动方
面的积极表现。

国际热点受关注国际热点受关注

据联合国方面统计，目前至少已有90
余位国家元首和40余位政府首脑报名在
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国际热
点问题当事国的领导人在相关问题上有
何表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近段时间来，海湾地区发生多起油轮
遇袭事件，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两处设施遇
袭。美国和一些地区国家指责伊朗策动
了这些事件，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并对可
能的军事打击发出警告，海湾局势成为当
下最大的国际热点。

根据惯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般性
辩论上的发言排在第二位，预计他在发言
中将对伊朗大加挞伐。凑巧的是，根据本
届联大代表席位的安排，伊朗代表的座位
位于联大会议厅第二排正中间，届时将与
特朗普形成“近距离对望”的局面。伊朗
总统鲁哈尼则定于一般性辩论的第二天
上午发言，他将如何“回怼”也引人关注。

除此之外，由于各国领导人集中出
席，每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都会有很多
双多边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中也有不少会
受到舆论关注。比如，同为美国盟国的日
韩两国最近因历史问题和贸易摩擦矛盾
激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文在

寅都将在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与特
朗普会谈，两国如何争取美方支持以及美
方如何表态备受关注。

多边主义要捍卫多边主义要捍卫

多边主义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联合国是最大的国际多边舞台。在17日
举行的本届联大开幕式上，古特雷斯再次
强调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多边主
义能为全球性挑战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

然而，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政府
以“美国优先”为口号，极力推行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政策，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条
约，频举关税大棒，对多边主义造成严重
威胁和破坏。

今年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三次出
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在前两次出席一般
性辩论的发言中，特朗普就发表了很多单
边主义言论，如明确拒绝“全球主义的意
识形态”，声称不会再让其他国家“占便
宜”，抱怨美国在联合国会费分摊上受到
不公平待遇，指责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只
对伊朗有利等等。特朗普的发言当时就
引来了不少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反驳。

在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始前，特朗
普再次做出单边主义行为，决定不出席古
特雷斯主持召开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古特雷斯和本届联大主席提贾尼·穆
罕默德-班迪在17日的联大开幕式上都
强调，国际社会应积极捍卫多边主义，共
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预计捍
卫多边主义将继续成为本届联大一般性
辩论上众多国家领导人发言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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