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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远

英国、法国、德国三国外长 14 日在巴
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朗遵守在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伊核协议）中的承诺，同时宣
布三国按协议第 36 条诉诸争端解决机制。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三国决定启动争端
解决机制意在对伊朗施压，迫使伊朗恢复履
行协议。此举可能是三国为挽救伊核协议的
最后一搏，但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很难预料。

机制“步步惊心”

按照伊核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如果伊朗
或者协议其他缔约方中任一方认定对方或者
对方中任一方没有履行协议承诺，可申请由
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处理纠纷。现阶段，美
国已退出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成员包括伊
朗、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欧
盟。这一委员会协商解决问题的期限为 15
天。一些外交消息人士说，联合委员会本月
将在维也纳开会。

纠纷如一直不能解决，在经历缔约各方
外长讨论、三人咨询委员会商讨提出解决意
见以及联合委员会审议这一意见等程序后，
将被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并可能最终导致
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自动恢复。

一些外交官认为，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给
解决问题保留了政治途径，可以开启更多协
商渠道，增加建设性对话。但也有分析指出，
这一机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协议中的技术性议
题，对解决现阶段的政治性僵局作用有限。

声明“苦口婆心”

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近期频繁就伊核问题
沟通，三国已在三天中对伊朗发布两次联合
声明，其中 14 日的声明用较大篇幅叙述了
三国及欧盟两年来如何试图挽救伊核协议。

声明说，自伊朗 2019 年宣布停止履行
伊核协议部分内容以来，英法德三国一直积
极回应伊朗关切，试图说服其改变立场。三
国支持通过外交努力促使伊朗和美国重回谈
判桌寻找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案。

美国 2018 年 5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后，重启并新增了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伊
朗则自去年 5 月起分五个阶段中止履行协

议部分条款。
对此，上述声明强调，诉诸争端解决

机制是为了保留伊核协议，三国不会加入
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我们的希
望是重新让伊朗遵守在伊核协议中的承
诺。”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三国声称不会追
随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但启动争端
解决机制本身就包含了施压的成分。不过
正如声明所言，其目的主要还是尽可能挽
救伊核协议。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蒂
埃里·科维尔指出，挽救伊核协议对于欧
盟的信誉及经济来说都很重要，欧盟需要
让伊朗留下来。他同时批评美国退出伊核
协议没有正当理由，不符合国际法，因为
协议内容得到了联合国决议的批准。

伊朗“只认善意”

作为对三国声明的回应，伊朗外交部
发言人穆萨维 14 日表示，伊朗时刻准备
接受任何“善意且具有建设性”的举措以
挽救伊核协议。但他同时警告，如英法德
三国有任何违约、动机不纯或非建设性举

动，伊朗将严肃应对。
有分析认为，伊朗在声明中强调“善

意”或有所指。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早些
时候曾对媒体表示，英国希望与美国及其
他盟友合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方
案替代伊核协议，不过在美国的替代方案
出现前，英国仍将支持伊核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对伊朗“极限
施压”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伊核协议，逼迫
伊朗与美国谈判并达成能令他满意的新协
议，但这是伊朗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伊朗
目前的策略是，一方面通过分阶段中止履
行伊核协议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施压，另一
方面表现出愿意挽救伊核协议的姿态以争
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同时对美国要求
的新协议保持高度警惕。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欧洲三国无法说
服美国停止对伊制裁，在保障伊朗应得利
益方面又拿不出实际办法，因此伊朗能欢
迎它们的“善意”，但恐怕很难接受它们
以启动争端解决机制来施压。欧洲三国此
举使挽救伊核协议的努力进入“高风险阶
段”。

（参与记者：桂涛、唐霁、张栩）
（新华社柏林 1 月 14 日电）

启动争端解决机制

挽救伊核协议进入“高风险阶段”

▲ 1 月 15 日，中国国奥队球员黄聪（右）和伊朗队球员
梅迪卡尼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泰国宋卡举行的亚足联 U23 锦标赛决赛阶段比
赛暨 2020 东京奥运会男足预选赛 C 组比赛中，中国国奥队 0
比 1 不敌伊朗队。 新华社记者张可任 摄

■国际观察

□海洋

美国《华尔街日报》 14 日独家披露，
美国政府打算以切断 2 . 5 亿美元（约合 17
亿元人民币）军事援助相要挟，阻止伊拉克
政府驱逐驻伊美军。

这家媒体 3 天前报道，美国政府为了
让美军留在伊拉克，威胁冻结伊拉克中央银
行在美金融账户。

【断军援】

《华尔街日报》获取的美国国务院与国
防部电子邮件显示，“鉴于当前情势”，国
务院近东事务局正着手从本财政年度美国海
外军事资金中，扣下对伊拉克的 2 . 5 亿美

元援助；同时打算请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评估，能否从 2021 财年预算中再砍掉
1 亿美元（ 6 .9 亿元人民币）。

报道说，上述 2 . 5 亿美元军援已经
过国会审批。美国政府同时考虑动用其他
经济和军事援助施压伊拉克政府。邮件内
容显示，白宫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国务
卿迈克·蓬佩奥等政府高官已下令评估，
如果伊拉克要求美军撤离，能扣留或重新
划拨哪些资金。

伊拉克方面没有回应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月 3 日下

令在伊拉克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
莱曼尼等人，以回应去年 12 月美军承包商
在伊拉克北部遇害、多名美军士兵受伤。伊
拉克国民议会 5 日通过不具法律约束力的
决议，要求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克的驻扎。

然而，美国政府多次重申不会从伊拉
克完全撤出大约 5300 名美军。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上周说，
美国将按“自定条件”撤离。

美国政府屡次以军援作为施压手段，
去年一度冻结对黎巴嫩军援，理由是担忧
黎巴嫩真主党对黎政府施加影响。而美国
国会正在进行中的总统弹劾调查，正是缘
于有人检举特朗普以对乌克兰的 3 . 91 亿
美元（27 亿元人民币）军援为筹码，要求乌
方调查政治对手乔·拜登父子的“黑料”。

【加制裁】

切断军援以外，《华尔街日报》 11
日称，美国国务院已警告伊拉克政府，如
果不愿保留驻伊美军，伊拉克央行在纽约

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恐遭冻结。此举可能
导致伊拉克政府“闹钱荒”，进一步冲击
伊拉克经济。

谈及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军撤离，特朗
普上周警告，可能对伊拉克施加“他们从
未见过”的制裁。

美国袭杀苏莱曼尼同时让一些伊拉克
议员担忧伊美关系的不可预测性。这些议
员上周说，正与俄罗斯方面洽谈购买俄制 S
-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

美国政府则以威胁回应，说伊拉克如
果真的购买 S-400 ，将面临制裁。美国分
管近东事务的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乔伊·胡
德 14 日在首都华盛顿中东研究所说:“购
买（ S-400 ）可能触发制裁，所以我们建
议伙伴们不要买。”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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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4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德希，学生捂着
鼻子离开校园。

当日，达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从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起
飞后不久出现故障，返航时在空中释放燃油以减轻重量。燃
油落入降落航线上的一些学校，造成多人感到不适。

新华社/美联

▲ 1 月 14 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资格赛比赛现场被烟霾笼罩。

受澳大利亚持续林火影响，墨尔本 14 日出现雾霾天气，原定于当日早上 10 时开赛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
赛资格赛被迫推迟开赛。维多利亚州环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墨尔本 14 日的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新华社/路透

烟霾笼罩墨尔本

美国一架飞机

空中释放的燃油落入校园

【新华社微特稿】洗衣机有不同洗涤
模式，哪种模式会让衣物更不易褪色、对
环境更有利？英国一项研究显示，用 25 摄
氏度的水洗衣半小时，效果最好。

利兹大学研究人员与宝洁公司合作，
经由真实洗衣过程和实验室检测评估不同
洗涤模式。他们从消费者提供的待洗脏衣

服中分别选取亮色和暗色 T 恤衫，依照日
常家庭洗衣量一次洗涤 8 件亮色 T 恤衫和
12 件暗色 T 恤衫，同时加上白色布片以观
察衣物褪色和染色情况。

结果显示，在洗涤剂相同、洗衣机转
速相同和洗涤次数相同的前提下，用 25 摄
氏度的水洗涤 30 分钟，衣服在染料褪

色、染料染色和微细纤维释放等三方面
表现明显优于用 40 摄氏度水洗涤 85 分
钟。

另外，水温从 20 摄氏度升至 40 摄
氏度时，染料脱附率和染料脱附量均明
显增加，而水温从 40 摄氏度升至 60 摄
氏度时这些变化不明显。

研究报告由荷兰《染料与颜料》杂
志刊载。报告主要作者露西·科顿说，由
于近年快时尚兴起，人们丢弃更多衣
服，由此对环境威胁更大，“冷水快洗
是让人们保留衣服久一点的简便方
法”。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4 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国
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 14 日说，参议院可
能于下周开始审理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

麦康奈尔对媒体说，如果众议院 15 日批准向参议院递交
弹劾条款，参议院本周将能够完成一些铺垫工作，可能使得弹
劾案审理于 21 日开始。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 14 日发表声明说，众议院将
于 15 日就向参议院递交弹劾条款和任命弹劾案“管理人”举行
表决。在弹劾案审理中，“管理人”角色类似于庭审中的检方。

由民主党人掌控的众议院去年 12 月表决通过两项针对特
朗普的弹劾条款，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特朗普由
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众议院并未立即向参议院递交弹劾条款。佩洛西借此施压
麦康奈尔同意民主党人就参议院弹劾案审理作出的提议，但麦
康奈尔一直未予接受，僵局持续至今。

佩洛西去年 9 月宣布启动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
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等随后就特朗普寻求他国帮助调查政敌
以助自己连任等指控展开调查工作。

特朗普否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并频繁抨击民主党人，称弹
劾案是“骗局”。

研究告诉你如何洗衣既护衣物又环保

美国会参议院可能下周

开始审理特朗普弹劾案

亚足联U23 锦标赛：中国不敌伊朗【新华社微特稿】英国少年蒙蒂·洛德
有一项与众不同的记忆本领。他经由书籍开
篇第一句连续认出 129 本名著，因此打破
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经由第一句连续认出
最多书籍的人。

洛德现年 14 岁，住在兰开郡博尔顿。
英国《都市日报》 14 日报道，他先前经由

互联网远程学习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课程，
进而对背诵和记忆产生兴趣。他担任电视节
目制作人的父亲于是建议他挑战记忆类吉尼
斯世界纪录。经查询，他们决定挑战吉尼斯
世界纪录中“经由第一句连续认出最多书
籍”这一项。这项纪录保持者是一名印度
人，纪录是连续认出 30 本书。

准备过程中，洛德与吉尼斯工作人员
合作，挑选包括《哈利·波特》《哈克贝
利·费恩历险记》在内的 200 本知名读物
作为“书库”，借助可视化技术背诵每本
书第一句。去年 12 月 12 日，洛德坐在
教室内，由父亲朗读读物第一句，他需要
说出这句话出自哪本书。全过程由摄像机

从 5 个角度拍摄。洛德最终连续认出 129
本书。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去年 12
月 23 日向他颁发证书。

对于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洛德说：
“这很棒，不过我还是我。或许每个人都
能打破自己的纪录。”

英少年“背书”破纪录 靠“第一句”连续认出 129 本名著

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

和残奥会的兴趣提高
新华社东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王子江）一项最新的调查

显示，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感兴趣的日本民众达 73% ，比
去年 8 月的调查多了 5 个百分点。

日本放送协会自 1 月 11 日以来，进行了为期 3 天的民意
测验，通过随机拨打全日本范围内 18 岁以上居民的座机或手
机号码，总共调查了 2216 人，其中 1221 人回答，最后得出
了以上的结果。

调查显示，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非常感兴趣”的人达
31％ ，“有兴趣”的为 42％ ，“不太感兴趣”的占 16％ ，
“一点都不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的为 5％ 。

将那些回答“非常感兴趣”和“有兴趣”的人加起来，比
例为 73% ，比 5 个月前的调查结果多出了 5% 。

▲ 1 月 15 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右三)在莫斯科听
俄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据塔斯社 15 日报道，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辞职。 新华社/路透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宣布俄政府辞职

东京奥运会门票

设计方案亮相
新华社东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王子江）东京奥组委 15

日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门票设计方案，门票采用了日
本传统上制造和服布料的红蓝绿紫四种颜色。

奥组委透露，每张门票的彩色图案的形状与构成奥运会和
残奥会会徽的三种四边形的图案形状大体一致，门票上的其他
要素与历届奥运会和残奥会门票相差不大，包括赛场图案、运
动项目图案、奥运会五环标志（或残奥会标志）以及东京奥运
会（或残奥会）会徽。

门票上使用英语和日语两种文字标注。值得一提的是，比赛
项目、赛场名称、比赛开始时间和座位号等都有汉字标识，不懂
英语和日语的中国观众凭借汉字也基本能搞清楚大体意思。

据介绍，东京奥运会门票共有 59 种设计方案，残奥会有
25 种设计方案。门票将从 5 月开始陆续邮寄到观众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