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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美国：不会先解除制裁

我外交部

伊朗：只认可取消制裁

美伊针锋相对 僵局能否破解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7 日表示，只有当美国切实取消对伊制裁并经伊方核实确认后，伊方才能重新遵守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美国媒体同日播出美总统拜登受访视频，拜登称美国不会为了与伊朗谈判而先解除对伊制裁。分析人士指出，两
国领导人的最新表态延续了双方此前立场，可谓针锋相对，伊核协议前景短期看不容乐观。但双方对伊核协议各有需求，而
且其他相关方都在努力促谈，因此就伊核问题重启谈判仍有希望。

伊朗有底气

美国不松口

谈判仍有望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当天表示，
伊方只认可美方取消制裁的切实行动，而非“语言和纸面
上”
的内容，
这是伊方明确政策，不会改变。
分析人士指出，哈梅内伊的最新表态展示了伊朗一贯
的强硬立场，即伊朗不会在伊核协议问题上首先让步，而伊
朗能够坚持这一立场也有其自身的
“底气”。
中国社科院伊朗问题专家陆瑾表示，尽管伊朗在美国
制裁下面临经济困难，但仍有继续抵抗的余地，而美国单方
面退出伊核协议也让伊朗占据了道义优势。
在绝不让步的同时，伊朗还在对美国施压。强硬派主
导的伊朗议会去年底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如美国在一定期
限内不放松对伊制裁，伊朗政府就应采取更强硬立场。伊
朗议会主席团成员法拉哈尼今年 1 月 9 日明确指出，如果
美国 2 月 21 日前不解除制裁，伊朗将根据这一法案驱逐国
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员。
此外，伊朗总统选举定于今年 6 月举行，此前美国单方
面退约和重启制裁已经让伊朗强硬派在国内势头上升，如
果新上任的拜登政府维持对伊制裁，伊朗选情将更加有利
于强硬派。伊朗外长扎里夫日前在接受本国媒体采访时警
告，鉴于伊朗议会通过法案和伊朗新年（3 月 21 日）之后的
选举氛围，
“留给美国人的时间不多了”
。

拜登在竞选期间曾承诺，胜选后将重新就伊核协议条件
谈判并让美国重返协议，这曾使伊方对拜登政府抱有希望。
然而拜登的最新表态显示，只有伊方首先重新遵守伊核协议，
美方才可能解除制裁。
事实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此前也多次表达这一立场，
并称将在伊核协议基础上推动达成一
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能力和地区行为的更广泛的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方坚持应由伊方迈出“第一步”有
多方面原因。
首先，
拜登政府的伊核问题谈判团队尚未成形。美国智库
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执行副总裁、
伊朗问题专家特里塔·帕尔
西说，
拜登政府上月底刚刚任命罗伯特·马利为伊朗问题特使，
而布林肯要求马利的团队在成形后才能制定和出台具体策略。
其次，国内政治需要强硬姿态。帕尔西指出，由于共和党
方面对马利的任命以及拜登政府重回伊核协议的立场持反对
态度，因此要求伊朗迈出第一步或许能让来自民主党的拜登
在国内显得更为强势。
再次，美方认为其强硬姿态能迫使伊方与其签署内容更
广泛的新协议。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问题专家
詹姆斯·阿克顿指出，
新协议的支持者认为伊朗会在美国制裁
加码中妥协。

陆瑾认为，美伊双方最近表态都很强硬，都在试探对方底
线，不会轻易妥协，
因此伊核问题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重启相关谈判仍有一些有利条
件。美伊双方都有谈判意愿，
美国不愿伊朗进一步推进核活动，
伊朗希望美国早日解除制裁，
因此重启谈判仍是双方最佳选项。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5 日就伊核问题
进行讨论，消息人士称，其中一个议题是美方是否应在今年 6
月伊朗总统选举前重回伊核协议。
阿克顿认为，
伊朗对危机升级的承受力强于美国，
美国以施
压迫使伊朗接受更多条件的目的不易达到。如果拜登政府不尽
快回到伊核协议，
伊朗将进一步升级其核活动以获得更多谈判
筹码。届时美方即使能与伊方达成新协议，
其对伊朗的制约恐
怕只会比原来的协议更有限。此外，
伊核协议并不只是美伊两国
间的协议，
其他签字方也希望伊核协议存续下去，
各方之间近来互
动频繁。德法英三国外长5日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伊核问题举行
了视频会议。伊朗议长卡利巴夫7日起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
问，
其间将与俄总统普京见面并转达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口信。
陆瑾指出，
维护伊核协议是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共识，
如果
伊朗继续提升核能力，
一些地区国家可能会有所动作，
引发地区
核军备竞赛。俄欧都将致力于解决伊核协议当前困境，
让各方
履行协议。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中国援老挝
新冠疫苗运抵万象
中国政府援助老挝的新冠疫苗 8 日凌晨由中国圆通
速递货运包机运抵万象，老挝卫生部长本贡和中国驻老
挝大使姜再冬到机场迎接。
图为 2 月 8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工作人员卸载中国
援助老挝的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欧盟
“外长”
访俄后提制裁 俄罗斯很惊讶
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何塞普·博雷利 7 日说，
俄罗斯拒绝与欧盟
“建设性对话”
，
欧盟必须制定让俄方承担后果的方案，
不排除追加制裁。
博雷利 4 日至 6 日访问俄罗斯。俄外交部 7 日说，对博
雷利结束访俄后发表上述言论，俄方表示惊讶。

自述访俄
“不易”
博雷利在社交媒体写道，俄罗斯之行
“非常复杂”
，他本
人“带着深深的忧虑”回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看起来俄罗斯正在逐渐切断与欧盟的联系。”
他提及俄方驱逐欧洲三国外交官一事，称这说明俄罗
斯“不想抓住机遇与欧盟展开更有建设性的对话”。欧盟
“不得不考虑（俄罗斯将承担的）后果”，将由欧盟成员国决
定下一步怎么走，
“当然，将包括制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博雷利访俄期间与俄罗斯外
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
谈及欧俄关系以及国际热点
议题。他还会见了俄罗斯民间团体代表。
俄罗斯外交部 5 日宣布瑞典、波兰和德国驻俄外交机
构相关人员为
“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他们近期离境，原因是
这些人参加了未经官方批准、声援俄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
纳瓦利内的集会。
博雷利 7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曾经直接请求拉夫罗
夫撤销驱逐外交官的决定，但无济于事。
博雷利定于 22 日向欧盟成员国外长汇报这次俄罗斯
之行。27 个成员国领导人定于 3 月在欧盟峰会上讨论俄
欧关系。追加对俄制裁的方案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

俄称
“前后不一”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7 日说，对博雷利离俄后有关俄
欧关系的言论，俄方表示惊讶，
因为这与他在俄罗斯召开记
者会时所说
“前后不一”。
卫星通讯社报道，博雷利 5 日与拉夫罗夫在俄首都莫
斯科出席一场联合记者会时说，尽管欧盟与俄罗斯关系远
不令人满意，双方外交渠道仍应保持畅通。他还说，欧盟尚

印度北部

冰川断裂死亡人数升至14人
据新华社新德里 2 月 8 日电（记者 胡晓明）印度北部
北阿肯德邦杰莫利地区警方 8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救
援人员已从北部冰川断裂受灾现场找到 14 具遇难者遗体，
目前仍有 160 多人失踪。北阿肯德邦警察总监阿肖克·库

未就追加对俄制裁制定方案。
俄外交部发言人说，博雷利在莫斯科的记者会上有机会
就这次访问发表评论，他也发表了见解，
“没有人在时间和形
式上限制他”
。
围绕纳瓦利内事件，
欧盟与俄罗斯关系自去年以来恶化。
欧盟去年 10 月以俄方“涉嫌参与谋杀”纳瓦利内为由，制裁俄
方 6 名官员和一家研究机构。俄罗斯否认欧盟说法并根据对
等原则反制，
呼吁停止将该事件政治化。莫斯科市地方法院本
月 2日以诈骗罪判处纳瓦利内三年半监禁。
新华社专特稿

俄总统新闻秘书

俄有兴趣恢复与欧盟关系
据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8 日电（记者 鲁金博）俄罗斯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8 日对媒体说，俄罗斯有兴趣恢复与欧盟
关系，但需要在考虑双方利益基础上进行。佩斯科夫说，俄罗
斯一直有兴趣恢复与欧盟关系，俄罗斯不是俄欧关系停摆的
始作俑者。俄罗斯认为，恢复俄欧关系必须考虑双方利益。
本月 4 日至 6 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访问俄罗斯。俄外交部 7 日表示，博雷利离俄后有关俄欧关
系言论与他在俄罗斯召开记者会时所说“前后不一”，俄方感
到惊讶。对此，佩斯科夫认为，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与欧盟之
间的脆弱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5 日，博雷利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出席联合记者会时说，欧
俄关系远不令人满意，但双方外交渠道仍应保持畅通，欧盟尚
未就追加对俄制裁制定方案。但随后，博雷利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俄方在其访俄期间驱逐欧洲三国外交官说明俄不想抓
住机会与欧盟展开建设性对话，他与拉夫罗夫的对话凸显欧
俄正“分道扬镳”。欧盟必须制定方案让俄承担后果，不排除
追加制裁。

马尔说，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目前搜救重点集中在被困一
条隧道中的约 30 名工人。失踪人员大多数是来自比哈尔邦
和北方邦的工人，还有一些当地村民。
另据当地灾害管理部门消息，
冰川断裂引发的洪水使10多
个村庄交通中断，
救援人员正在努力向他们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
印度北部北阿肯德邦杰莫利地区 7 日上午发生冰川断
裂，断裂的冰川坠入陶利根加河后导致河流决堤并引发洪
水。洪水冲毁了两座水电站和河岸边的部分房屋，约 150 名
正在水电站施工的工人失踪。



中美保持各层级沟通
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双边关系发展
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记者 温馨 孙楠）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 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总统拜登本周谈及了习近平主席。他
还表示，美国并不想同中国发生冲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有过多次交往。中
美保持各层级的沟通，
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双边关系的发展。
他说，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双方应相向而行，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
康稳定向前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中方向53个
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记者 温馨 孙楠）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 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国对外提供疫苗
的最新进展。他表示，中方向巴基斯坦等 53 个发展中国家
提供疫苗援助，已经和正在向 22 个国家出口疫苗。
汪文斌说，
中方切实践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宣示，
在疫苗
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促进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方还积极参与世卫组织
“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
决定向
“实施计划”
提供1000万剂疫苗，
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汪文斌说，
继向巴基斯坦首个交付援
助疫苗后，
中方向柬埔寨、
老挝援助的疫苗已分别于 7 日和 8
日运抵两国。中方向赤道几内亚援助的一批疫苗将于9日交
付启运。中方向秘鲁出口的首批疫苗也已于8日抵达。

涉疆问题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中方赞赏巴基斯坦和阿联酋方面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记者 温馨 孙楠）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 8 日说，中方赞赏巴基斯坦和阿联酋方面在涉
疆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巴基斯
坦和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发出正义之声。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近日，
巴基斯坦参议院外
交委员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新
疆经济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长等基本事实面前，少数
西方政客出于政治目的炮制的涉疆谎言不攻自破。阿联酋
驻华大使扎希里接受采访时，
高度评价新疆经济发展和脱贫
攻坚成就，积极赞赏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成效，表示期
待加强同中方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中方赞赏巴基斯坦和阿联酋方面在涉疆问
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侯赛因主席和扎希里大使均在采
访中提及他们参访新疆的亲身经历，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新
疆的情况，也再次证明个别西方反华势力蓄意炮制的涉疆
谎言，是彻头彻尾的污蔑抹黑中国的闹剧，其借涉疆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的图谋不会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