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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美国政府近日威胁将制裁俄罗斯与德
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合作的“北溪-2 ”
天然气管道项目，同时扬言将依据《以制
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惩罚决定购买俄制防
空导弹系统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是美
国不断玩弄“长臂管辖”手段的两个最新
案例。

各国专家认为，依据国内法来对别国
实施经济金融制裁以达到自身目的，这种
“长臂管辖”已成为美国在国际上推行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惯用伎俩。但制裁的
大棒挥舞得越凶，反对美国霸凌的国家也
会越多，手伸得太长的美国终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深受其害

专家们指出，从法国、德国等美国的
盟友，到巴西、印度这样与美国关系正常
的国家，再到伊朗、俄罗斯、中国等被美
国视为敌人或竞争对手的国家，都面临美
国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长臂管辖”。

法国参议院议员菲利普·博纳卡雷尔：
随着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并实施跨境制裁，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面临挑战。美国禁止欧洲企业与伊朗合

作。我们所有重要的公司在美国都有利益
关联，我们的银行非常害怕美国制裁。我
们的公司在美国跨境制裁威胁下被迫接受
美国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的主
权受到了挑战。

德国专栏作家奥利弗·萨雷特：美国政
府的“长臂”近来已多次伸向德国，特别
是在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上任
后。他的一些言行不像一位外国大使的言
行，而更像敲诈：一是德国与欧盟多国表
态希望保留伊核协议后，格雷内尔直接要
求德国企业停止与伊朗做生意，毫不关心
德国政府的态度；二是格雷内尔公开威胁
参与“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企
业，称它们如果“走得太远”会招致制
裁；三是他威胁如果德国政府允许中国的
华为公司参与德国 5G 项目建设，美国将
停止与德国分享情报。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
里西奥·桑托罗：美国近年频繁制裁他国，
例如出台多项法令制裁古巴，甚至还惩罚
同古巴有贸易往来的他国企业，其中不少
企业根本不在美国本土，实属“长臂管
辖”典型案例。其他例子还有制裁伊朗、
逼迫其他国家抵制华为，以及在加拿大抓
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其
理由居然是这家中国企业违反了美国对伊
朗的制裁令。

强权逻辑

专家们认为，美国的“长臂管辖”以
执行本国法律为名，以经济和金融制裁为
工具，但在本质上并非法律或经济问题，
而是利用自身实力对别国强行施压的一种
政治手段。此举违背国际法，反映出美国
奉行霸权主义的实质。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
瓦兰·辛格：美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依
据自己的国内法来干涉别国内政，目的是
通过充当“世界警察”来实现自身利益最
大化，而这常常会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将
美国国内法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的
领土、领海以及公海上的他国船舶是没有
任何法理依据的，是强权政治的表现。

博纳卡雷尔：美国的“长臂管辖”从亚洲
到欧洲都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
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和金融制裁已成
为美国实现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常用工具。
法国反对强权逻辑。在这种强权逻辑中，一
国力量占优就给其他国家制造困难，另一国
国力较弱就无能为力。这种强权逻辑只能造
成一国对另一国的欺凌。

终将害己

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
他国之上，通过“长臂管辖”对各国实行
霸凌，严重危害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各
国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美国强权政治
的威胁。美国的霸凌行为也将因遭到各国
反对而最终损害其自身利益。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国际关系室主任赵
晨：美国这种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的做法
对世界贸易体系及世界市场的运行构成了
威胁。其“长臂管辖”行为严重损害了欧
美关系，引起欧洲国家极大不满。欧洲国
家有应对美国“长臂管辖”的经验，欧盟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曾设法绕过美元维
持与古巴的贸易关系以应对美国制裁。

博纳卡雷尔：我参与撰写的欧盟报告
《美国制裁跨境：欧盟如何应对？》提出
的第一个建议是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建
设；第二个建议是欧洲人尽可能使用我们
自己的货币欧元；第三个建议是在世界范
围内重新树立协商、协议和沟通的文化，
即多边主义。

斯瓦兰·辛格：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目前
仍容易受到美国军事、经济的影响，这使
得美国继续扩大其国内法的“长臂管辖”
权。各国应团结起来，增强反霸权意识，
共同抵制大国的欺凌，并敦促其遵守国际
法规和准则。

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戴维·科恩：美国
的单边制裁无疑严重打击了伊朗和委内瑞
拉的经济，但美国并没有得偿所愿。美国的
制裁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仇美情绪，并让美
国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望而却步，从长远看
将损害美国外交利益并威胁美国经济。

（执笔记者：赵卓昀、陈静；参与记
者：唐霁、应强、张远、周星竹、胡晓
明、高攀、刘晨、刘品然）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新华社南宁 5 月 26 日电（记者徐海涛 卢羡婷）3∶0！凭
借出色的发挥，年轻人挑大梁的中国队 26 日在主场完胜实力
强劲的日本队，第 11 次捧起象征世界羽毛球国家整体实力的
苏迪曼杯。

“今天的比赛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把困难估计得很足，
甚至做好了打 5 场的准备， 3∶0 的比分在赛前的确没想
到。”中国队单打主教练夏煊泽说。

日本队主教练朴柱奉在赛后表示，今天对阵中国队压力很
大，但失利的原因并不在此，队员们打了多场比赛，面临体力
的问题，球队将从这场失利中吸取教训。

第一场，中国男双组合李俊慧/刘雨辰便用不惜力的强攻
压制住远藤大由/渡边勇大，状态突出的刘雨辰更是频频得
分，两人以 21∶18 和 21∶10 的比分为中国队接下来的比赛稳
定了军心，打出了信心。

“这是大赛，第一局谁能顶住，胜利的天平就更倾向
谁。”取胜后的刘雨辰笑着说，今天其父母也在场边观赛，这
种体验十分难得。

第二场，今年全英公开赛女单冠军陈雨菲迎战世界排名第
四的山口茜。首局陈雨菲在 17∶15 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 6 分
失利，但接下来两局她迎难而上，以 21∶16 和 21∶17 实现逆
转，抢下第二分。

“今天对手打得很好，她速度比较快，又比较能跑，她领
先时其实我压力还是很大。”陈雨菲表示，面对体能问题，自
己也一直在努力坚持。

丢了志在必得的女单，日本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贤斗只能
背水一战。桃田以 21∶15 先下一城，但石宇奇在后两局迸发
出少见的战斗力，以 21∶5 和 21∶17 为中国队 3∶0 终结了全
场比赛。近三届苏杯中日连续交手，四年前，中国队在决赛中
主场 3∶0 战胜日本队拿下冠军，上一届中国队在澳大利亚的
半决赛中以 3∶2 淘汰日本队。

中国 3∶0 力克日本

第 11 次捧起苏杯

▲ 5 月 26 日，在颁奖仪式上，冠军中国队队员的图
像出现在现场大屏幕上。 新华社记者李俊东 摄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5 日电（记者王集旻）美职篮东部决
赛 25 日进行了第六场较量，主场作战的多伦多猛龙队以 100
∶94 战胜密尔沃基雄鹿队，以 4∶2 的总比分挺进总决赛，这
也是猛龙队史上首次挺进总决赛，接下来他们将挑战卫冕冠军
金州勇士队。

本场比赛猛龙队开局曾落后多达 15 分，但他们后程发
力，不断掀起追分高潮，最终反超比分。最后一节雄鹿曾迫近
比分，但猛龙顶住压力守住了胜果。猛龙队主将伦纳德本场再
次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一人攻下 27 分和 17 个篮板，
前锋西亚卡姆 18 分，洛瑞 17 分，范弗利特继续担当板凳奇
兵的角色，贡献 14 分，鲍威尔和伊巴卡合力砍下 18 分。

雄鹿当家球星安特托昆博本场贡献 21 分和 11 个篮板，
表现还算不错，但却不足以带队获胜。“字母哥”在常规赛大
杀四方，但在同猛龙的东部决赛中却没有体现出自己的威力。

猛龙此前虽然是季后赛常客，但却多次被巨星詹姆斯领衔
的克利夫兰骑士队挡住去路，本赛季随着詹姆斯远走洛杉矶湖
人队以及伦纳德加盟猛龙，“北境”龙王终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
共同作用下闯进总决赛。在同雄鹿的东部决赛中，雄鹿曾大比分
2∶0 领先，但猛龙连胜四场，让东部头号种子俯首称臣。

“总比分 2∶0 的领先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锁定最后的胜
利，你得学会打逆风球，学会在最后时刻咬紧牙关。雄鹿还需
要进一步提高实力，不仅是整体的水平，个人单打能力也必须
提高。”安特托昆博赛后说。

总决赛将在 30 日拉开战幕，第一场较量猛龙队坐镇主场
迎战勇士队。“勇士队是史上最强的球队之一，击败他们是非
常困难的任务，我们将全力以赴。”猛龙主帅纳斯说。

猛龙战胜雄鹿

挺进美职篮总决赛

新华社柏林 5 月 25 日电（魏颀） 2019 年德国杯决赛 25
日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打响，莱万多夫斯基独中两元，拜仁
慕尼黑 3:0 战胜莱比锡，第 19 次捧杯。由此，拜仁历史上第
12 次夺得联赛和德国杯双料冠军。

拜仁队长诺伊尔自 4 月中旬小腿肌肉受伤后首次回归赛
场，并做出两次神级扑救，力保城池不失。比赛进行到第 11
分钟，莱比锡前锋波尔森在角球机会中近距离头球攻门，诺伊
尔反应神速，将球挡到球门横梁上弹出。下半场开始后 3 分
钟，莱比锡中场福斯贝里的单刀赴会被诺伊尔成功封堵。

莱万本场比赛打入两球，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第 29 分
钟，莱万接阿拉巴传中“回头望月”，将球顶入网窝。终场前
5 分钟，莱万在反击机会中利用身体优势和精湛的脚下技术形
成单刀局面，射入一球锁定胜局。此前的第 78 分钟，法国边
锋科曼在禁区内左脚命中，攻入拜仁本场比赛的第二粒入球。

罗本和里贝里在第 73 分钟和第 87 分钟先后替补上场，
最后一次代表拜仁征战，为“罗贝里”时代画上句号。拜仁主
教练科瓦奇也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名连续率领两支队伍夺得
德国杯的教练。 2018 年他率领法兰克福在德国杯决赛中 3∶1
战胜拜仁。

比赛结束后，科瓦奇径直走到球迷面前感谢大家对他的支
持：“没有你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衷心地感谢你们。”

德国杯莱万独中两元

拜仁第 19 次夺冠

□新华社记者

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 72 届世界
卫生大会 25 日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
类第 11 次修订本》，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
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这一成果离不开各
国医学界人士长期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中
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之道”。
国内外多位专家表示，这将是中医走向世
界的“里程碑”。

“和合之道”促共识

《国际疾病分类》是世界卫生组织制
定的、广泛用于疾病诊断统计和分析的国
际标准。经过长达 10 余年的研讨，传统
医学终被纳入这一国际标准，其过程与结
果恰恰体现出中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之道”。

据介绍，中日韩及欧美专家都参与了
研讨，通过交流与沟通，最终达成共识。
美国针灸理事会保险信息网主任塞缪尔·柯
林斯说，这一过程也曾遭遇一些阻力，这
主要是因为国际上对传统医学术语和定义
还缺乏广泛理解。

中医界人士表示，中医专家对相关国
际法规体系及制定过程并不熟悉，而外国
专家对中医药也不很熟悉，因此，充分沟
通增进了解十分关键。

此外，传统医学应用较为普遍的中日
韩等国通力合作，也是取得这一成果的重
要因素。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伊藤美千穗
说，在《国际疾病分类》这个为西医搭建
的系统中加入传统医学面临很多技术难
题，中日韩三国首先需要协调好有关定义
和范围，才能向欧美专家去阐释并使其接
受。

韩国庆熙大学教授印昌植举例说，传
统医学相关名称、用语的英文翻译，就是
各方需要共同解决的一大难题。尽管难度
很大，但各方通过沟通不断增进相互尊重
和理解，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打通“任督”助发展

多年来，传统医学界孜孜不倦，却仍
难跻身国际主流医学。尽管纳入《国际疾
病分类》并不代表传统医学国际化将一片
坦途，但专家认为，这好比打通“任督二
脉”，不仅有里程碑式意义，还有进一步
推动传统医学国际化的现实重要性。

世卫组织传统医学、补充医学与整合
医学处处长张奇表示，将传统医学纳入
《国际疾病分类》，标志着以世卫组织为
代表的整个国际公共卫生系统对包括中医
药以及来源于中医药的这部分传统医学价
值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中医药在中国、在
国际上应用越来越多这一现实的认可。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

长张伯礼说：“中医可以在现代医学疾病
分类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中医疗效
和安全性证据被接受的前提，也是中医被
世界接受的基础。”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渡边贤治也认
为，这将成为促使传统医学更加广为人知
的一个契机。

据介绍，《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
本》在设计上更容易与电子健康记录和信
息系统融合，有助于缩短中医等传统医学
在欧美等地推广应用的过渡期。德国汉堡
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汉萨美安中医中心
主任斯文·施罗德相信，这是“向着正确方
向迈进了一步”，希望此举能够推动德国
医保公司将中医纳入保险范围。

此外，专家认为，这一成果对于中医
本身的规范化发展也有助益。上海中医药
大学教授窦丹波说，鉴于中医服务人群广
泛，这将有利于中医等传统医学的监管，
有利于中医药的安全性，也有利于中医药
的疗效对比等。

循序渐进路漫漫

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只是第一步。
中医等传统医学的国际化还远未大功告
成，仍需在标准化和国际合作方面加大力
度，久久为功。

《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本》计划
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而传统医学

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还需更长时间。柯林
斯举例说，《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次修订
本》于 1990 年通过，但美国直到 2015 年
才实施，因此传统医学不太可能迅速在美
国得到大范围推广和应用。

张伯礼也认为，中医有独特的理论体
系和诊疗方法，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将是
个渐进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尽管中医
等传统医学已经被纳入《国际疾病分
类》，但在其中所占比例还很小，有待不
断完善、扩充。

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需要继续推
进中医的标准化、现代化工作。中国海军
军医大学药学系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
张卫东就认为，用现代科技手段让世界对
中药的认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至
关重要。近年来，已经有一批中药方剂通
过明确药效物质、建立标准化生产链，更
好更快地为欧美市场接受。

更多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也是传统
医学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对此，多位国际
专家也表达了与中国同行合作的意愿。印
昌植说，传统医学的全球化发展，离不开
中日韩三国专家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
施罗德则表示，希望多开展中医领域的跨
国合作研究，在国际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证实中医疗效。

（执笔记者：李雯；参与记者：谭晶
晶、陆睿、耿学鹏、田颖、华义、刘曲）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郑昊宁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
夫 25 日指认美国政府所作向中东地区增
兵的决定不利于全球和平与稳定。

伊朗方面同时证实，伊美官员的接触
没有中断。

【美方“找借口”】

扎里夫当天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启程回国前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记者，美方涉及伊朗的言论“毫无根
据”，旨在为采取“激进”的对伊朗政策
“找借口”。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4 日说，美
国将向中东增兵大约 1500 人，主要承担
“防御任务”。多家媒体先前爆料，五角

大楼向白宫递交向中东地区增兵方案，打
算增派至多 1 万人，强化对伊朗“潜在威
胁”的防御。只是，美方一直没有说明所
谓伊朗“潜在威胁”的详细情况。

就美方官员把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 12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水域遭“蓄意破
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联的说
法，扎里夫说，美方“反伊”言论及增兵
中东决定“极其危险”，将加剧海湾地区
的紧张局势，对这一地区、乃至全球的和
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伊方频发声】

25 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
挥官吴拉姆－阿里·拉希德告诉伊朗半官方
媒体法尔斯通讯社记者，如果不考虑包括原
油出口在内的伊朗国家利益，就不可能谈论
海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稳定。

伊朗军方官员莫尔塔扎·奎巴尼 25 日
告诉伊朗《平衡报》记者，美国派遣军舰
到海湾海域，“如果犯下哪怕最轻微的愚
蠢行径，我们将用两枚导弹或秘密武器把
它们（军舰）送到海底”。奎巴尼没有披
露“秘密武器”的细节。

美军 5 月上旬派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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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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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对所谓伊朗对美国的“可
信威胁”，包括伊朗所支持伊拉克什叶派
民兵组织构成的威胁。

【双方仍接触】

美国去年 5 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今年 4 月，美国
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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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家媒体 23 日报道，尽管美伊关系
急剧恶化，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上月在美
国纽约参加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活动期间，
会晤了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黛安
娜·范斯坦。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 25
日向媒体记者证实那次会晤，说伊方官员
过去 20 多年来经常会晤美方政界人士，
包括国会议员，以澄清和解释伊方政策。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阿里－礼
萨·米尔·优素菲同一天告诉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通讯社记者，扎里夫与范斯坦的见面
属于伊美官员“例行会晤”。他没有提及
涉及“例行会晤”的更多细节。

范斯坦的办公室同样证实两人会面，
声明会晤“在与（美国）国务院磋商后安
排”。 （新华社专特稿）

“长臂管辖”霸凌世界 尽显美国强权逻辑
■国际观察

中医走向世界迎来里程碑

伊朗指认美国增兵中东不利于和平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芬兰一项
最新研究表明，摄入适量高胆固醇或每天
吃一个鸡蛋不会增加中风发病风险。

中风又称脑卒中，是一种由血管阻塞
或血管破裂引起的脑血管疾病，发病急，
病死率高。有些人认为鸡蛋胆固醇含量
高，会增加中风风险。但对于摄入适量高
胆固醇或吃鸡蛋会否增加中风风险，先前

研究结论不一，甚至有研究显示吃鸡蛋可
降低中风风险。

东芬兰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报告说，
他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 1950 名年龄
在 42 岁至 60 岁间、没有心血管疾病的男
性为研究对象，调查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此后 21 年间，有 217 人罹患中风。

分析结果表明，摄入适量高胆固醇或
吃鸡蛋与中风发病风险之间并无关联。尽
管不少研究对象携带影响胆固醇代谢的
APOE4 变异基因，研究人员也未在他们
身上发现摄入适量高胆固醇或吃鸡蛋与中
风发病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本项研究中，摄入胆固醇最多的一组
研究对象平均每天摄入胆固醇 520 毫克，

且平均每天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的胆固
醇含量约为 200 毫克。研究人员说，这至
少表明这种摄入水平不会增加中风风险。

不过研究人员坦言，这项研究有一定
局限性，研究对象均没有心血管疾病史，
且研究整体规模较小，因此有关结论还有
待进一步验证。

芬兰研究称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增加中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