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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进展

当天的会议由欧盟对外行动
署副秘书长莫拉主持，伊朗副外
长阿拉格希以及俄罗斯、英国、法
国、德国的相应官员与会，中国常
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出席。
因美国已退出伊核协议且伊方拒
绝与美方直接对话，美方代表并
未出席。不过据报道，美国总统
伊朗事务特使马利率代表团已抵
达维也纳，欧盟代表会通过“穿梭
外交”方式沟通美国和伊朗方面
的意见。

莫拉 6日晚在社交媒体上
说，会谈具有“建设性”，与会者都
希望开启联合外交进程，由两个
专家工作组来负责核协议执行和
对伊制裁解除事务。据报道，两
个工作组将分别负责细化伊美在
这两方面可操作的具体内容。

据伊朗外交部6日发表的声
明，阿拉格希在会议上表示，伊朗
已准备好在核实制裁解除后，立
即撤销突破协议限制的举措，完
整履行伊核协议。美国国务院发
言人普赖斯当天说，尽管美方此
次没有与伊方直接对话，会议仍
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

王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这次会议启动了两个进程，一
是核领域和制裁解除工作组工作
进程，二是与美“近距离接触”进
程。他认为，会议是在伊核问题
局势处于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

矛盾仍存

2015年7月，伊朗与美、英、

法、俄、中、德六国达成伊核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以换取
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
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
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
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议为
实现美国重返协议、伊朗再次完
全遵守协议的目标带来曙光，但
美伊在先解除制裁还是先履约以
及是否可以“分步走”等问题上矛
盾依旧。

伊朗政府近期密集发声，要
求美国一次性解除所有对伊制
裁，拒绝任何“分步走”方案。阿
拉格希在会上表示，美国解除对
伊制裁是美重返伊核协议的第一
个也是最必要的步骤。而美方则
多次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首先解
除制裁，不会为了向伊朗示好而
单方面做出让步。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王晋认为，目前美伊双方立场未
出现过多松动，都希望对方率先
行动，如果未来找不到办法，将很
难打破“第一步僵局”。

王群指出，美前政府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
压，是造成伊核局势持续紧张的
根源。美国早日重返全面协议，
是破解当前伊核局势的钥匙。受
害方的正当要求应首先得到确认
和满足，而不是加害方，这涉及一
个基本是非问题。作为一项基本
原则，美方理应取消所有对伊非
法制裁，伊方则在此基础上恢复
全面履约。

突破不易

据媒体报道，在6日会议后，两
个工作组将立即投入工作，预计9
日提交报告，届时联合委员会将再
次召开会议。多名分析人士预计，
鉴于目前阻力重重，谈判很难在短
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除了谁先让步问题，美国应解除
哪些制裁也是症结所在。美国的制
裁除了针对伊朗核项目的，还有以侵
犯人权、涉嫌恐怖主义等名义实施
的。目前美方考虑解除的是与核项
目有关的制裁，而不包括以其他理由
实施的制裁，但这一做法未必能令伊
朗满意。此外，瓦埃兹指出，伊朗要
求的核实美方取消制裁在执行层面
也有一定困难，目前并没有能确保有
效解除制裁的监督机制。

分析人士同时指出，来自美伊
各自国内的压力也会影响谈判进
程。在美国，不仅国会共和党议员
反对重回伊核协议，总统拜登所在
的民主党的一些重量级议员也持保
留态度，希望拜登政府在谈判中能
给协议增加限制伊朗地区行为和弹
道导弹项目的新条款。而在伊朗，
目前强硬派掌控议会且6月将迎来
总统选举，强硬派不愿看到以现任
总统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派在选举
前取得外交成绩。这些因素无疑会
压缩双方在谈判中的妥协空间。

清华大学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
认为，即使美国重返伊核协议问题
在未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不
意味着美伊之间对立冲突的终结。
两国在制裁与反制裁、地区政策、伊
朗导弹项目等问题上的争斗还将继
续。 新华社记者于涛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议在维也纳举行，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
会后多方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

伊核僵局打破 实质突破不易

以色列总统里夫林 6日宣
布，正式授权现任总理、右翼政党
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组
建新一届政府。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内塔尼亚胡组阁缺乏明确路
径，加之他所涉贪腐案进入集中
审理的关键阶段，为其组阁前景
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位以色列历
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能否守
住总理职位尚不明朗。

组阁面临“三角关系”

3 月 23 日，以色列举行第
24届议会选举，这是该国两年
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此前三
次选举的格局均以左右翼划分，
为右翼阵营与中左翼阵营的对
决，但此次选举格局发生变化，
主要是支持与反内塔尼亚胡阵
营之间的较量。

选举结果显示，议会120个
议席中，由利库德集团及3个宗
教政党组成的内塔尼亚胡阵营获
得52席，由中左翼政党“拥有未
来”党等组成的反内塔尼亚胡阵
营获得57席。尚未表态支持哪

一阵营的统一右翼联盟和联合阿
拉伯党分别获得7席和4席。

里夫林5日同议会各党派就
组阁人选进行磋商，内塔尼亚胡获
得52名议员推荐，“拥有未来”党
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获得45名
议员推荐。

从议会席位分布情况看，内塔
尼亚胡若想组阁成功必须同时获
得统一右翼联盟和联合阿拉伯党
的支持，但这遭到其盟友宗教犹太
复国主义者党的反对。该党领导
人比撒列·斯莫特里赫6日重申，
拒绝加入联合阿拉伯党支持的政
府。此外，该党与统一右翼联盟也
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分歧。

贪腐“乌云”影响难料

除了组阁中的党派利益纷
争，内塔尼亚胡目前还面临多
重困扰，如以色列疫苗接种进
程不顺、伊核协议各方推进会
谈等，而涉嫌贪腐案件更是笼
罩在他头顶的一片“乌云”。

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5日
进入集中审理的关键阶段，他当
天再次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出
庭。该法院每周将就此举行三场
听证会。尽管分析人士预计案件

审理可能还需要两年，但其现实影
响不容忽视。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赫布·凯农
指出，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可能会
具有“戏剧性和破坏性”，影响内塔
尼亚胡支持者的态度、内塔尼亚胡
组建联盟的考量以及反内塔尼亚胡
阵营的计划，“这或许会把事情推向
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或被迫告别总理生涯

分析人士指出，若组阁失败，对
内塔尼亚胡而言，把以色列引入第
五次大选从而继续担任看守政府总
理将更符合其政治利益。不过，这
一策略能否成功还不好说，因为他
的政治对手也在推进结盟谈判，或
可获得组阁所需的61席。

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
利·贝内特日前表示，他在与内塔尼
亚胡谈判的同时也将继续同“拥有
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谈判，并将竭
尽所能阻止第五次选举。以色列政
治评论员约西·韦尔特认为，贝内特
与拉皮德的合作“虽尚未奏效，但方
向很明确”。若内塔尼亚胡组阁失
败，这两人或将组建联合政府，内塔
尼亚胡也将不得不告别总理生涯。

新华社记者尚昊

新华社莫斯科4月7日电 俄
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7日表示，
鉴于美方立场，美国将无缘参与协
调乌克兰东部问题的“诺曼底模式”
会谈。

俄罗斯媒体援引里亚布科夫的
话报道说，俄美双方代表6日就乌东
局势进行了会谈。俄方向美方表明，
乌克兰当局及其背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应考虑挑衅将导致的后
果。俄方认为，鉴于美方在乌克兰东
部问题上的立场，美国不能参与协调
当地局势的“诺曼底模式”会谈。

此外，里亚布科夫还表示，俄驻
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近期
还不会返回美国，他返美的日期取
决于美方为实现与俄关系正常化做
出的努力。

此前受俄美关系紧张影响，俄
外交部于3月下旬宣布召回安东诺
夫，以讨论俄美关系前景。

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近来再趋紧
张。乌克兰方面3月30日称，俄方在
俄乌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对乌国家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4月1日说，北约国家及其他势力
的军事力量在俄边境地区正变得更为
活跃，这迫使俄方保持警惕。俄罗斯正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本国边境安全。

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
地区爆发乌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大
规模冲突。经国际社会斡旋，冲突双
方分别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
在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大规模
武装冲突得到控制，但小规模交火时
有发生。

“诺曼底模式”来源于2014年 6
月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
国际纪念仪式，当时俄罗斯、德国、法
国、乌克兰四国领导人在活动期间就
乌克兰局势进行了一系列磋商。

鲁金博

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位
于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德
特里克堡军事基地附近6日发生枪
击事件，造成两人重伤，嫌疑人在进
入基地时被打死。

当地警方说，距德特里克堡基
地约10分钟车程的一个科技园6
日上午8时许发生枪击事件，嫌疑
人随后驾车前往该基地，在门口被
基地人员开枪打死。两名受伤男子
被直升机送往巴尔的摩市，目前生
命垂危。

事发后德特里克堡基地被封锁

数小时，警方和军方正在对枪击事件
展开调查。

美国海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
38岁的嫌疑人是美国海军医院现役
军人，现已死亡。

德特里克堡在上世纪中叶是美国
生物武器计划研发中心，目前是美国
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和美国陆
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在地。

另据报道，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
哥南部5日深夜发生枪击事件，导致7
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严重。当地警
方正在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邓仙来

新华社德黑兰4月7日电 据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
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 7 日证实，
伊朗“友谊”号货轮6日在红海海
域吉布提海岸附近发生爆炸。

报道援引哈提卜扎德的话说，
爆炸造成船体轻微损伤，未造成人
员伤亡，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哈提卜扎德还说，“友谊”号货轮
是伊朗在红海海域的“后勤站”，为保
障海上安全、打击海盗活动等提供技
术和后勤支持。该船的任务和规格已
向国际海事组织报告。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
伊朗货轮爆炸系遭到以色列方面的袭
击。 高文成

印度近期疫情持续反弹，新增病例激增，5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10万
例。图为6日，选民在印度高哈蒂参加阿萨姆邦第三阶段议会选举投票时保
持社交距离。 新华

政治僵局又逢贪腐诉讼

内塔尼亚胡组阁或将难上加难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6日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会后多方表示，会谈具
有“建设性”。分析人士认为，本次会议为美国重返伊核协议、早日恢
复协议完整和有效执行创造了机会，但鉴于目前美伊双方在关键问
题上分歧依旧，未来谈判想要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不容易。

美国一军事基地附近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

伊朗外交部证实伊朗货轮发生爆炸
美媒：系遭到以方的袭击

因为俄罗斯的拒绝
美国无缘参与乌东部局势协调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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