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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0月21日
电（记者 吴刚）俄罗斯外交部 21 日就美
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
约》发表评论说，美国此举是为了追求单
极世界。

俄外交部网站刊登评论说，很久以
来美国就试图退出《中导条约》，俄曾多
次揭露美国这一企图。美国妄图追求
单极世界，但这在当今世界是不可能实

现的。
评论指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

其他国际条约都有同样的出发点，因为
这些国际条约规定美国与其他国家地位
平等，没有给予美国特权地位。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

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表示，
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对俄来说不是意
外，美国指责俄破坏《中导条约》，但却无
法提供证据。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俄
罗斯和全世界都构成严重挑战，给全世
界带来新的军备竞赛。

特朗普 20日说美国将退出《中导条
约》，指责俄罗斯长期违反该条约。《中导
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
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美国和苏联于
1987 年 12 月 8 日签署。条约规定两国
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 公里
至 5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
弹。近年来，美俄两国多次相互指责对
方违反条约。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指责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称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意味着其在发展核武力量上少了一道“紧箍咒”。长期来看，此举将加剧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风险。

俄外交部：美国意在追求单极世界

伊朗政府一日
“折损”俩部长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20日接受2名部长的辞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鲁哈尼同意工业部长穆罕

默德·沙里亚特－马达里和交通部长阿巴斯·阿洪迪辞职。
美国定于下月“封杀”伊朗石油出口，伊朗经济因而遭遇难

关，鲁哈尼领导的政府承受议会问责压力。报道说，鲁哈尼接受
两名部长的辞呈，旨在避免他们经受议会不信任表决。

伊朗总统官方网站20日证实，鲁哈尼任命工业部副部长礼
萨·拉赫马尼接替沙里亚特－马达里，马赞达兰省省长穆罕默
德·伊斯拉米接替阿洪迪。

法新社报道，沙里亚特－马达里和阿洪迪之所以递交辞呈，
是因为一些伊朗议员正准备弹劾这两名部长。

美国政府今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8月重新启动
对伊朗非能源领域的制裁，定于11月重启对伊朗能源等领域的
制裁。缘于市场对美方制裁的预期，伊朗本币里亚尔对美元汇
率大跌。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认定，除了外
部因素，伊朗现有经济困境还缘于内部管理不善。

伊朗政府近期经历不少与经济形势相关的人事变动。7月，
鲁哈尼宣布伊朗中央银行行长换人；8月初，伊朗议会表决将劳
工部长革职；8月下旬，伊朗议会表决解除财政部长的职务。

新华社特稿

胡萝卜或将做绿色建材
胡萝卜是一种营养健康的食物，甚至可用作环保建筑

材料。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将胡萝卜混入水泥以增强水泥
强度、减少水泥用量，从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

为研制一种更环保结实的建筑材料，英国兰开斯特大
学研究人员用家用搅拌机混合胡萝卜微粒与水泥。“我们发
现，只要加入少量这种新材料，就能提升水泥强度 80％。”
路透社援引研究领头人穆罕默德·萨菲的话报道。

研究人员说，加入胡萝卜的水泥凝结后不易开裂，水泥
用量也随之减少，因此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据国际能源
署估计，全球 7％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水泥生产产生。“初步
结果显示，在每立方米水泥中加入0.5千克胡萝卜纳米材料
能减少10千克水泥用量。”萨菲说。 新华社特稿

国际联盟空袭叙利亚
至少62名平民丧生

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20日电 据叙利亚通讯社20日报道，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过去 24小时对叙东部代尔祖尔省发动多
次空袭，造成至少62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报道说，国际联盟战机过去24小时空袭了代尔祖尔省阿布
卡迈勒市东部一个居民区，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 15人死
亡。在国际联盟战机对当地一座清真寺的空袭中，有37名平民
死亡、数十人受伤。

此外，国际联盟战机还对阿布卡迈勒市东部另一座清真寺
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0名平民死亡，另有2人受伤。

报道说，大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很多人被困废墟下，给救援
工作带来困难，因此死亡人数很可能继续上升。

2014年 8月，美国开始对伊拉克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目标实施空袭，并于当年9月把空袭范围扩大至叙利亚境内，同
月美国发起组建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叙利亚政府指责美
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导致大量平民死伤。

朝鲜发文批评美国
缺乏信义表里不一

新华社平壤10月21日电（记者 程大雨）朝中社 20日播发
署名评论文章，批评美国“用两张面孔对待朝鲜”，一面标榜朝美
关系进展，一面叫嚣对朝制裁打压。

文章说，最近，美国一方面高调宣扬国务卿蓬佩奥访朝取得
了美国所盼望的“重大成果”，声称同朝鲜关系良好，另一方面叫
嚷“持续制裁”，对朝采取高压态度。“美国捉摸不透的表情和态
度不禁令人产生疑问，微笑的脸和气鼓鼓的脸，到底哪个是美国
真正的面孔？”“台前对朝鲜的善意措施鼓掌赞同，台后执意要继
续挥舞打压棍棒，那么朝鲜要与这两张面孔中的哪张打交道？”

文章说，朝鲜不是不体谅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夕白宫
“为难的处境”和“难堪的立场”。但美国政府却没有意识到其缺
乏信义的行动和表里不一的态度正触动对话伙伴的神经。美国
的双重态度对于朝鲜人“是难以忍受的侮辱”。

文章还说，如果美方来平壤时说的话和回华盛顿说的话不
一样，心中所想与所言之语不一致，那么至今辛辛苦苦构筑的互
信之塔也将危如累卵。本国政治再如何纷乱，也应不忘初心，推
动朝美谈判朝着真正的目的地前行。

美军两艘最先进
攻击核潜艇下水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0日电（记者 刘阳）美国海军 20
日为“特拉华”号和“弗蒙特”号两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分
别在弗吉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举行下水仪式。

“特拉华”号舷号为“SSN 791”，是美国海军第 18 艘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也是第 8艘及最后一艘“第三批次”
该型号潜艇。“特拉华”号 2013年开始建造，拟于明年正式
交付海军。“弗蒙特”号舷号为“SSN 792”，是美国海军第
19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也是10艘“第四批次”该型号潜
艇中的第一艘。“弗蒙特”号2014年 5月开始建造，拟于明年
秋天交付海军。两舰规格相似，均长约 115 米，排水量约
7800吨，配备约 135名官兵。这分别是美国海军历史上第
7艘“特拉华”号和第3艘“弗蒙特”号，上一次有“特拉华”号
和“弗蒙特”号服役均为近一个世纪以前。

“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是目前美军最先进的攻击核
潜艇，拟取代“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美国海军拟采购 66
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中 16艘已经服役。根据美海军
今年早些时候提交国会的未来 30年造船计划，美国将在
2048年前每年建造两艘新攻击核潜艇。

韩国独岛唯一居民去世
韩国独岛、即日本所称“竹岛”唯一居民金圣道（音译）

21日去世。韩国庆尚北道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金圣道现
年79岁，9月确诊罹患肝癌，在首都首尔一家医院去世。

韩联社报道，他将安葬在首尔以南大约 160公里大田
市的国家公墓。

金圣道上世纪60年代起在独岛生活，以宣示韩国对这
一岛屿的主权，获得“独岛守护者”称号。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由东、西两个小岛以及周
围数十块岩礁组成，总面积大约0.18平方公里。韩国、朝鲜
和日本都主张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韩国自 1953年以来
实际控制独岛，把这一岛屿划归庆尚北道郁陵郡管辖。

新华社特稿

沙特官员提供记者死亡新说法
卡舒吉之死系施暴者“失手”？

10月20日，在美国休斯敦，特技飞行员驾
驶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一年一度的美国休斯敦航空展20日在休
斯敦市埃灵顿机场开幕。 新华社发

10月20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两名墨西
哥民间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魔幻动物大游行上
展示魔幻动物作品。

墨西哥魔幻动物“Alebrijes”是墨西哥瓦哈卡州
传统手工艺品，它的形象曾在展现墨西哥亡灵节文
化的奥斯卡获奖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中出现。墨西
哥民间艺术博物馆每年都会在亡灵节开始前一周举
办魔幻动物“Alebrijes”大游行。 新华社发

10月20日，特朗普（左）在内华达州参加集会活动后对记者讲话。 新华社发

美国要破发展核武“紧箍咒”？
扬言退出《中导条约》此举或将祸及全球

10月21日，绵羊羊群通过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
中心的街道。西班牙每年秋季举行放牧节，牧羊人
驱赶上千只绵羊，依据传统习俗沿古老的牧道穿过
马德里市中心。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几百年前的
放牧路线早已湮没在繁华都市中，但这一习俗却被
保留了下来。 新华社发

千只绵羊穿城过千只绵羊穿城过

魔幻动物大游行魔幻动物大游行

指责“违约”

特朗普 20日在内华达州参加集会活
动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
约》。他指责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条
约”，称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美国没理由
一直遵守条约，美国未来会发展那些条约
中禁止的武器。

《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美苏于
1987 年签署。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
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至 5500公里的陆
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20日启程访问俄罗斯等国。美媒援引不
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称，博尔
顿此行的一大“任务”就是告知俄方美国
打算退出《中导条约》。

美国此前曾不止一次指责俄罗斯违反
《中导条约》。今年3月俄总统普京发表国
情咨文后，美国政府就曾针对咨文中关于
发展导弹力量的内容指责俄罗斯“违约”。

俄方则坚称美方指责没有证据，还反
指美方违约。俄国防部官员 5月曾表示，
美国为发展自己的反导体系生产了一系
列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作为靶弹使用，这
些导弹就飞行距离等战术性能指标来看
属于《中导条约》禁止的范围。

此次特朗普宣布“退约”后，俄联邦委
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第一
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表示，美国将退出《中
导条约》对俄来说不是意外。俄外交部网
站则刊登评论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
其他国际条约都有同样的出发点，即这些
国际条约没有给予美国特权地位。

另有图谋

美国的类似“退约”行为已非首次。
此前，美国于 2002 年单方面退出美苏

1972 年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

约》（简称《反导条约》）。《反导条约》的失

效解除了对美国的约束，为其大张旗鼓地
研制、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彻底扫除
了障碍。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次执意退出

《中导条约》，除了特朗普给出的不满俄罗

斯违反条约的“官方理由”外，更重要的是

想借机替自身“松绑”，为未来继续强化核

武力量扫除障碍。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梁亚滨认为，美

国决定退出《中导条约》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该条约只限制美俄，其他大国没有加
入；二是美国政府认为现在是大国竞争博
弈的时代，而中程导弹是大国博弈的重要
武器。他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有意将
战略核武器向战术核武器转变，将核武器
小型化、智能化，退出《中导条约》便是核
武器战术化的具体表现。

特朗普政府谋求提升核武能力的意图
在今年年初已见端倪。美国防部在2月发
布的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称，美国应研

发更多种类的核武器，丰富核打击手段，提
升核威慑，确保核能力“无可匹敌”。报告
一出即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忧虑。

危害巨大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通俄门”调

查、美对俄多轮制裁以及多次外交争端
等令美俄关系始终在冰点徘徊。分析人
士指出，《中导条约》是美苏之间为实现
战略平衡而形成的，如今美方欲单方面
退出条约，无疑将进一步加深美俄对立。

此外，许多专家认为，美国“退约”还
将极大破坏国际核裁军事业，引发核军
备竞赛，危害世界各国安全。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研究项目
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说，《中导条约》若
成废纸一张，欧洲等地区可能出现新一
轮导弹研发热潮，届时各国将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研究导弹和反导系统。

梁亚滨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
很可能会将中程导弹部署在欧洲和亚太地
区，美国的前沿部署能力将得到大大增
强。这意味着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地
缘政治博弈都会加剧，全球安全结构的稳定
也会遭到破坏。同时，未来部署中程导弹的
美国盟友也将面临更大安全风险，因为他们
有可能成为第一波被打击的对象。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普什科夫说，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继退出《反导条
约》之后，全球战略稳定体系遭到的第二
次严重打击，美国将世界重新带回冷战。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武分析
师杰弗里·刘易斯认为，美国撕毁《中导条
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美国从中“什么
（好处）也不会得到”。

一名沙特阿拉伯政府官员 21
日说，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沙特籍
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领事馆内遭人掐脖子致死，
系施暴者“失手”。

事关卡舒吉的境遇，沙特当局
一度说他离开领事馆，尔后改口在
斗殴中丧生，继而推出“失手”版
本。就这些“变化”，这名官员解
释，参与致死卡舒吉的行动小组试
图掩盖真相。这名官员要求路透
社记者不公开姓名，但发布消息前
似乎获得沙特官方某种授权。

动手

依据沙特情报部门内部文件
和 15名被捕嫌疑人供词，这名沙
特官员 21 日试图向路透社记者

“还原”事件经过。
他说，沙特政府原想劝说卡舒

吉回国，避免像他那样的人遭敌对
方“招募”。为实现这一目标，沙特
情报总局副局长艾哈迈德·本·哈
桑·阿西里组建15人行动小组，成
员包括情报官员和安全部队人员，
前往伊斯坦布尔。

“现行方针是以平和谈判方式
劝说这些人回国，无须向领导层汇
报……这个小组由阿西里组建，”
他说，“他还请（王室顾问）萨乌德·
卡赫塔尼的一名手下参与谈判。
这名手下与卡舒吉相识。”

这名官员说，小组成员原打算
把卡舒吉拘押在伊斯坦布尔城外

一处地点一段时间，如果他还是不
愿意，会放他走。但是，事与愿违，
行动小组违背命令、诉诸武力。

当卡舒吉走进领事馆，特工马
希尔·马特伯开始劝说他回国，卡舒
吉不答应。卡舒吉告诉对方，有人在
领事馆外等他，他如果一小时后出不
去，会把情况告知土耳其当局。

卡舒吉质问：“你打算拿我怎
么样？绑架我？”马特伯回复：“是，
我打算给你下药，绑架你。”

这名沙特政府官员说，马特伯只
是为了吓唬对方，但背离行动目标。

卡舒吉提高音量，行动小组成
员惊慌、试图阻止。他们掐卡舒吉
的脖子、捂他的嘴……

这名沙特官员说：“他们原想
阻止卡舒吉大喊大叫，但他死了。
本意不是杀他。”

灭迹

这名消息人士说，为了掩盖失
手致卡舒吉死亡，行动小组用一条
毯子裹住遗体，放进一台领事馆车
辆内，把它交给一名“当地合作伙
伴”……行动小组成员、法医学专
家萨拉赫·图拜吉试图销毁痕迹。

同时，特工穆斯塔法·迈达尼
穿卡舒吉的衣服，戴死者的眼镜和

“苹果”牌手表，制造卡舒吉走出领
事馆后门的假象。行动小组随后
撰写虚假报告，向上级汇报。

土耳其政府高级官员 20 日
说，土方正搜集卡舒吉的脱氧核糖

核酸（DNA）样本，可望“很快”查
明卡舒吉遗体的下落。土方认为，
遗体可能在伊斯坦布尔市郊贝尔
格莱德森林或是伊斯坦布尔不远
处亚洛瓦市的偏僻地点。

掩盖

沙特检察机关 20日清早发布
公告，援引初步调查结果，确认卡
舒吉死亡，死因是“斗殴”；18名涉
案嫌疑人遭沙特当局逮捕。一个

小时后，一名沙特官员改口，说卡

舒吉的死因遭人“锁喉”。那名作

为路透社消息来源的沙特官员 21

日重复“锁喉”版本。

路透社记者问，沙特当局提供

的“版本”为什么会多次变化。那
名消息人士回答，先前版本是“以
当时错误的情况反馈为依据”。他
强调，调查还在继续。

漏洞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得知
“斗殴”版本后一度认定，沙特官方
所作解释“可信”；次日，他改口，“直

至找到答案，否则我不会满意”。

法国方面认为沙特方面的说辞

“不充分”，德国方面呼吁调查“透明”。

路透社报道，最新“失手”版本

依然有漏洞，包括行动小组如果本
意是劝说当事人回国，似乎没有必
要让法医学专家和安全部队成员
加入。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