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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表示有真诚决心
在伊核谈判中达成持久协议

新华社德黑兰 8 月 7 日电（记者
高文成）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 7 日
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
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伊朗有真
诚决心达成一项强有力和持久协议。

据伊朗外交部网站消息，阿卜杜拉
希扬当天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
电话，就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巴勒
斯坦加沙地带局势等交换意见。

在谈到伊核谈判时，阿卜杜拉希扬
表示，伊朗有真诚决心达成一项强有力
和持久协议，而谈判结果取决于美国是
否希望达成协议，以及能否表现出所需
的灵活性并采取现实行动。

阿卜杜拉希扬说，伊朗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合作仍在继续，国际原子能机
构应远离“非建设性的政治问题”，通过
“技术渠道” 彻底解决与伊朗之间剩余
的核保障问题。

阿卜杜拉希扬还表示 ， 发展核武
器与伊朗的 “信仰和政策相悖 ”，伊朗
倡导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中东， 愿与联
合国继续开展建设性合作以实现这一
目标。

2021 年 4 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在
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
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 今年 3 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宣布，谈判由于“外部因素”暂停。 在欧
盟协调下，伊朗和美国 6 月底在卡塔尔
首都多哈就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举行间
接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谈
判代表巴盖里本月 4 日开始在维也纳
与伊核协议其他相关方代表举行会谈，
美国伊朗问题特使马利通过欧盟对外
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与伊方举行间接
谈判。

美国辛辛那提市发生
枪击事件致 9人受伤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7 日电（记者
孙丁）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7 日凌
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 9 人受伤。

辛辛那提市警方当天通报说，当地
时间 1 时许，警察接到报告有人在市中
心商业区街头斗殴，其中至少有 2 人开
枪。 警察赶到现场后向其中一人开枪，
不确定是否击中，该枪手随后逃离。 目
前没有任何嫌疑人被逮捕。

当地媒体援引一酒吧老板的话报

道，她听到 25 至 30 声枪响，走出门看
到多人受枪伤。 人群慌乱奔逃，许多人
跑进酒吧躲藏。

据悉，9 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
疗，目前全部出院。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数
据显示 ， 美国今年以来已有超过 2.6
万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 发生 402
起造成至少 4 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
事件。

坦桑尼亚学者：美国当前
经济困境缘于自身政策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8 月 8 日电
（记者 谢昊）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大学经济学教授汉弗莱·莫西日前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当前的
经济困境缘于自身政策，这也让世界对
美国失去信心。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
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
0.9%，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通常一个经
济体的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被视为陷入技术性衰退。

莫西说， 美国经济困境缘于多方
面因素。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和乌克兰

危机影响，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
为抑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 7 月底宣布
今年以来第四次加息， 也是连续第二
次加息 75 个基点，加剧自身经济衰退
风险。

另一方面，美国对全球化和多边主
义持消极立场，挑起贸易争端，造成美
国国内商品价格居高不下， 令经济承
压。

针对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外溢影响，
莫西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国家可
能会在贸易中更多使用美元之外货币，
减少过度依赖美元给经济带来的冲击
和影响。

莫西说，本国面临经济挑战的发展
中国家应寻求多边合作， 加强区域贸
易，实施审慎金融政策。

以色列研究探索
用噬菌体抑制肠道有害细菌

新华社耶路撒冷 8 月 8 日电（记者
王卓伦 张天朗）以色列研究人员在美
国新一期《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说，动
物实验显示噬菌体可有效减少肺炎克
雷伯菌的影响，今后有望进一步探索利
用噬菌体精准抑制肠道有害细菌。

噬菌体是一类可感染细菌的病毒。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
人员先选出会导致肠道炎症的肺炎克
雷伯菌，然后针对这种细菌选择了 5 种
噬菌体组成混合物。 动物实验显示，将
肺炎克雷伯菌移植到用于研究肠道炎
症的小鼠体内，可加重小鼠的肠道损伤
和炎症。 但使用上述噬菌体混合物后，
小鼠的肠道炎症等症状明显减轻，相关
的死亡率也随之下降。

在模拟人体肠道的实验设备中，这
一噬菌体混合物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抑
制有害细菌的效果。特别是在后续进行
的 I 期临床试验中，研究发现人类志愿
者对该噬菌体混合物有良好的耐受性，
噬菌体混合物在人体肠道中持续存在
甚至繁殖增多，但没有导致肠道菌群出
现令人担忧的变化。

领导研究的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
究所教授埃兰·埃利纳夫说， 希望能在
此基础上开发出针对一些疾病的个性
化疗法，首先识别出每名患者身上引发
疾病的肠道细菌菌株，然后设计一种噬
菌体混合物来杀死这些菌株。

研究人员说，如果这种方法在更大
规模的临床试验中被验证安全有效，它
不仅可被用于治疗肠道炎症疾病，还可
能用于治疗其他一些受肠道微生物影
响的疾病，包括肥胖症、糖尿病和某些
癌症等。

日本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极其自私自利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简称东电公
司） 日前正式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污染水排海设施建设工程 ， 这标志着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又向前推进了
一步。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出于私心
私利，不顾国内外反对，一意孤行推动
在 2023 年春开始长期向太平洋排放核
污染水的计划，极其自私自利。

私心作祟
受 2011 年“3·11”日本大地震及海

啸影响，东电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1 至
3 号机组堆芯熔毁， 酿成了国际核事件
分级标准中最高级别的 7 级核事故。 事
故发生后，东电公司持续向 1 至 3 号机
组安全壳内注水以冷却堆芯，加上地下
水和雨水不断汇入，福岛第一核电站内
已储存约 130 万吨核污染水，且以每天
140 吨的速度增加。

东电公司宣称，福岛第一核电站面
积有限，已无更多空地用于大量建设储
水罐，现有储水罐 137 万吨的储存容量
今年秋季将全部用完，而且一旦发生大
地震， 大量核污染水存在泄漏风险，因

此不得不对核污染水进行过滤、 净化、
稀释处理后排放入海。

对于东电公司给出的这些理由，日
本环保组织指出，核电站附近大量土地
都因核泄漏而闲置，可以向核电站外拓
展用地增设储水罐。 但日本政府和东电
公司又以需要大量时间沟通协调、需要
更大工作量为由拒绝这一方案。 环保人
士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举不是不可为，
而是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不想为，它们
将自身利益放在了首位。

在考虑处理核污染水问题之初，日
本经济产业省组织的专家组曾提出 5
种方案。 日方称排放入海和蒸发后排入
大气两种方案是“最实际的解决方法”，
并最终选择了排放入海这一“所需时间
最短，花费也最少”的方案，打算把风险
转嫁给全世界。

信用堪忧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含有

铯、锶、氚等多种放射性物质。 日本政府
和东电公司称，将使用名为 “多核素去
除设备”的过滤设备，过滤掉除氚以外
的铯等 62 种放射性物质， 而氚难以从
水中清除。 东电公司认为，核电站正常
排放的废水中都含有氚，所以可以排放
含氚核污染水。

专家指出 ， 东电公司试图混淆概

念，将核电站正常运转时排放的符合国
际标准的废水与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
熔毁后产生的成分复杂的核污染水混
为一谈。

同时，“多核素去除设备”的实际效
果也不如东电公司所宣称的那么理想。
日本媒体曾查出福岛核污染水中除氚
以外还有多种放射性物质超标，东电公
司也承认，经“多核素去除设备”处理的
核污染水有 70%以上不符合排放标准，
需要再次过滤。

“多核素去除设备 ”本身的可靠性
也存疑。 2021 年 9 月，日本《朝日新闻》
曾报道，这套设备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
的 25 个过滤器中 24 个出现破损，而且
两年前就曾发生破损情况，但东电公司
并未及时处理。

韩国民间环保组织 “环境运动联
合”表示，东电公司自称排海前可过滤
掉除氚以外的 62 种放射性物质， 但这
绝非事实真相。 海水一旦被污染，就难
以恢复。

从福岛核事故之初就隐瞒堆芯熔
毁的事实，到十多年来因为各种瞒报漏
报而鞠躬道歉，东电公司的信用污点不
胜枚举，其“核信用”早已破产。

多方反对
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一意孤行推

动核污染水排海，引发日本国内及周边
国家强烈反对。 福岛一个民间组织 3 日
在福岛县政府外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核
污染水排海。 民间组织“不要再污染海
洋！ 市民会议”负责人织田千代说，该组
织反对核污染水排海。

在东电公司宣布正式开工建设核
污染水排海工程后，日本一个环保组织
4 日发表抗议声明说， 日本政府和东电
公司曾做出过“如果得不到相关人员的
理解，将不会进行任何处理 ”的书面承
诺，但去年 4 月日本政府做出核污染水
排海决定，这是在没有征求相关人士意
见的情况下，想让排放入海成为 “既成
事实”。

7 月 22 日，日本核监管机构原子能
规制委员会正式认可了东电公司核污
染水排海计划。 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
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对此表示，核污染
水排海没有获得全国民众和渔业从业
人员的理解，该组织坚决反对核污染水
排海的立场毫无改变。

绿色和平组织首尔事务所表示，核
污染水排海的危险十分明显，在有着诸
如长期储存核污染水等替代性方案的
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
违反了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事先预防
等处理原则。（新华社东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 华义 陆睿）

德 国 足 球 希 望 向 外 界 传 递 什 么 ？

德甲新赛季伊始，记者参加了德国
足球职业联盟组织的外国记者媒体行
活动。 从主办方安排的紧凑行程来看，
欧洲五大联赛中相对低调的德甲有着
独特的表达欲，他们希望向世界展示的
不只是聚光灯下的球星或令人兴奋的
进球。

上赛季德国杯冠军莱比锡队近年
来在德甲屡次扮演拜仁慕尼黑挑战者
的角色，也有过在 2019-2020 赛季打入
欧冠联赛四强的经历， 但与拜仁相比，
莱比锡无论在足坛地位，还是国际知名
度方面都逊色很多，甚至说其是一家饱
受争议的俱乐部也不为过。

在德国足坛 ，输球不可耻 ，青训搞
不好是件丢人的事。 说一个俱乐部没有
传统、没有文化，是特别击中要害的嘲
讽和挖苦。 2009 年才成立的莱比锡俱乐
部一直承受着这样的批评。

回顾莱比锡 7 年连升四级进入德
甲的历程，“转会买人”是众人皆知的主
题词。 从早期并购球队，在业余联赛站
稳脚跟，到为了升级签约水平明显高于
该级别联赛的职业球员，没有大刀阔斧
的投资，就没有今天球队的成绩。

然而，在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安排的

这次采访中，莱比锡俱乐部希望在外国
记者面前扭转这样的形象，不断释放出
的信息是：“我们不是只有钱，我们有青
训、有文化，有历史。 ”

俱乐部官员引导记者参观了 2015
年投入运营的“红牛青训学院”。 学院从
一开始只有 5 支青年队，发展到现在有
250 多人、17 支青年队的规模。 引导员
不仅介绍展示了学院内部的硬件设施，
还大谈一线队和各年龄段梯队的互动、
学院管理和文化教育情况。

莱比锡向记者推荐的采访对象是
丹麦球员优素福·波尔森和教练组成员
布劳蒂加姆。 两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
的履历可以诠释莱比锡的历史传承。 波
尔森 2013 年加盟刚刚升至德丙联赛的
莱比锡，是球队目前阵中少有的从德丙
一直跟随打至德甲的球员。 布劳蒂加姆
则是莱比锡从建队到现在一直聘用的
门将教练。

记者参观莱比锡主场红牛竞技场
过程中， 引导员在球员通道的一扇破
旧铁门停了下来 。 这里有一处明显被
钉鞋踢过的痕迹 ， 还特意用大写字母
“Z”标注出来。 “Z”代表的是法国球星
齐达内。

原来，2006 年德国世界杯小组赛 ，
在这个球场，齐达内在法国队战平韩国
队的比赛中吃到黄牌， 累计两张黄牌，
将缺席小组赛第三场的关键战。 赛后齐

达内经过球员通道时，沮丧地朝铁门狠
狠踢了两脚。 多年以后，当这座球场成
为莱比锡主场后，俱乐部对设施几经修
缮，却始终保留着这扇铁门和齐达内的
鞋钉印。

将这样的历史细节视作世界杯的
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莱比锡俱乐部虽然年轻，但同样注重足
球传统和文化积淀。

走访莱比锡外，德国足球职业联盟
向外国记者重点推荐的另外两项内容，
是直播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拓展。

德国超级杯一直是德甲直播技术
创新的“试验田”。 2021 年，德国足球职
业联盟首次尝试面向手机用户的 9:16
竖屏制式直播。 今年，德国足球职业联
盟首次推出“杜比氛围音效”直播技术，
利用现场特殊的收声装备和终端播放
设备，逼真还原球场气氛。

据德国足球职业联盟视频音频版
权部门执行副总裁斯特芬·默克尔介
绍，这项技术酝酿多年。 新冠疫情期间，
德甲曾长时间空场比赛，人们更加深切
感受到球场氛围声音的重要性。

空场比赛给直播提出更多要求，需
要更多机位捕捉到更多现场细节呈现
给观众。 在球迷回归球场后，一些针对
空场直播的技术也保留了下来。 以德国
超级杯为例，共设置 25 个机位，包括全
程追踪明星和教练的专属机位、小型无

人机机位，甚至角球旗杆上都装有微型
摄像机。

此外， 斯特芬·默克尔还介绍了直
播中的战术分析产品 、互动产品 、社交
媒体产品、增强现实产品等 ，以及德甲
如何依靠数据搜集和挖掘，找到更有趣
的故事和解读比赛的角度。

在国际市场拓展方面，德甲国际首
席执行官克莱因、拜仁俱乐部董事会成
员安德烈亚斯·荣、 莱比锡俱乐部国际
发展部总监霍尔德巴赫在小型分享会
上向记者阐述了德甲国际化的思路和
计划，不排除未来将超级杯移师海外举
办的可能性。

在谈到中国市场时，克莱因表示德
甲仍视中国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受新冠疫情影响，拜仁已连续三年没有
访问中国， 荣表示：“一旦条件允许，我
们希望球队尽快与中国球迷见面，回馈
他们。 拜仁中国团队一直在传递声音、
努力沟通，我们不想让中国球迷认为球
队冷落了他们。 ”

霍尔德巴赫表示，莱比锡作为年轻
的俱乐部，国际化战略刚刚起步 ，目前
在中国尚未设立办公室， 未来发展中，
会利用“欧战”机会继续提高国际声誉，
效仿拜仁等俱乐部，在中国找寻合作伙
伴，逐步将中国市场纳入经营范畴。

（新华社柏林 8 月 7 日电
记者 刘旸）

佩 特 罗 宣 誓 就 任 哥 伦 比 亚 总 统
新华社加拉加斯 8 月 7 日电（记者

徐烨 王瑛）波哥大消息 ：哥伦比亚当
选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 7 日在首都波
哥大玻利瓦尔广场宣誓就职。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厄瓜多尔

总统拉索、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智
利总统博里奇、巴拉圭总统贝尼特斯等
多国领导人及数千名佩特罗支持者参
加了总统宣誓就职仪式。

佩特罗在宣誓就职后的讲话中承

诺：首先，将尽快结束国内长久以来与
贩毒和反政府武装相关的冲突，将和平
带给所有哥伦比亚人民；第二 ，将重点
解决社会公平和贫困问题，调整收入分
配体系并打击腐败 ；第三 ，将通过对话

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国内和解。
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

联盟”总统候选人佩特罗在 6 月 19 日举
行的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获胜，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英国提出节水目标：
人均每天用水 110升

英国环境、 食品与农村事务部近日推出节水
目标，力争在 2050 年前将人均每日用水量减少约
25%，由目前的 145 升降至 110 升。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7 日报道，环境、食品
与农村事务部在给水务监管机构自来水管理局的
指导文件中提出上述目标。 政府还将鼓励地方政
府对新建住宅采用更严格的节水标准。 另外，政府
打算讨论针对家用和商用产品使用强制性节水标
签。

英国近年频频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和干旱，部
分地区今年 7 月出现有记录以来最严重旱情。 为
节约用水，汉普郡和怀特岛郡上周禁用水管浇洗，
肯特郡、 萨塞克斯郡等地也定于本月中旬实施同
样禁令。

另一方面，据水务行业预测 ，到 2050 年 ，英
国日均用水量将增加 40 亿升 。 为满足这一需
求，水务公司着手计划大幅更新基础设施 ，新建
水库和输水管。 但业内人士指出，基础设施建设
耗资巨大 、耗时长久 ，难解近渴 ，不如节水措施
立竿见影。

英国水务公司协会支持政府节水方案， 认为
如果收紧建筑节水标准和对大型家电强制实施节
水性能评级， 英国每天用水量可减少超过 20 亿
升。 按照协会说法，生活习惯的点滴改变也能产生
巨大影响。 比如，用增压淋浴器洗澡少花一分钟，
可节水 13 升；用水桶代替水管洗车一次能节水约
220 升；使用新式马桶水箱，每次冲洗用水量可从
9 升水减少到 5 升水。（新华社微特稿 王鑫方）

罗马尼亚遭遇严重干旱
8 月 7 日，在罗马尼亚泰莱奥尔曼县，一片向日葵因干旱缺水而干枯。
今夏以来，罗马尼亚因降雨不足和高温天气遭遇严重干旱。 据报道，干旱将导致罗马尼亚农作物产量同比下降

30%。 新华社 发（彼得雷斯库 摄）

巴勒斯坦杰哈德与以色列宣布停火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

德）与以色列 7 日晚达成停火协议。 不
过，双方均警告，若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新一轮冲突将不可避免。

杰哈德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冲
突是一年多来巴以之间最严重冲突。据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持续 3 天的冲
突造成巴方 44 人死亡、360 人受伤。

在埃及斡旋下，杰哈德与以色列同
意停火。 停火协议当地时间 7 日 23 时
30 分正式生效。 双方行动持续至停火
协议生效前最后一刻。 以军在声明中
说， 最后一波对杰哈德目标的打击于
23 时 25 分结束。

按以色列军方说法，杰哈德在本轮
冲突中向以色列发射大约 580 枚火箭
弹， 绝大部分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
另外，从加沙地带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
当时处于关闭状态的埃雷兹口岸。埃雷
兹口岸是加沙地带人员进出以色列的
唯一陆地通道。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托尔·文内斯
兰说停火后的平静局面依旧脆弱，呼吁
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本月 1 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

杰宁逮捕杰哈德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
领导人巴塞姆·萨阿迪等人， 并在行动
中打死一名杰哈德武装人员，双方紧张
局势升级。 杰哈德随后宣布进入警戒及
备战状态，并表示将使用“最先进武器”
攻击以色列。

以军 5 日开始对加沙地带杰哈德
目标发起代号“破晓行动”的空袭，迄今
打击了上百个目标。杰哈德在加沙北部
的高级指挥官泰西尔·贾巴里和加沙南
部的高级指挥官哈立德·曼苏尔在空袭
中身亡。

杰哈德 7 日说， 埃及方面承诺，将
努力说服以色列释放包括萨阿迪在内
的两名杰哈德人员。以色列总理府同日
晚发表声明说，如果杰哈德违反停火协
议，以方“保留做出有力回应的权利”。

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卷入本轮冲突。
以色列《国土报》先前评论，哈马斯是否
参与，将决定本轮冲突是否会升级。

去年 5 月，以色列与哈马斯等加沙
地带巴方武装组织发生严重冲突，交火
持续 11 天，导致数千平民伤亡。

（新华社专特稿 陈立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