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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22

日发表演讲， 抨击伊朗领导层，重

申要在 11 月前让伊朗原油出口

“尽可能接近零” 。

对美方一贯的强硬威胁，伊朗

总统哈桑·鲁哈尼当天早些时候警

告美国， 不要对伊朗采取敌对政

策，说“与伊朗开战将是全部战争

之源” 。同时，鲁哈尼没有排除与美

国和解的可能性。

蓬佩奥 22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

演讲，抨击伊朗领导层，承诺支持

那些不满伊朗政府的人。 路透社报

道，现场听众基本是伊朗裔。

蓬佩奥指认伊朗政府腐败，并

说美国“不惧怕对付（伊朗）政权

最高层”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年

5月 8 日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对伊恢复一系列经济和金融

制裁。 第一批制裁定于 8月 6日生

效，针对伊朗能源行业的制裁定于

11月 4 日生效；与伊朗有业务往来

的外国企业将受所谓 “次级制

裁” ，即连带制裁。

为确保对伊 “极限施压” 效

果，美国政府上月开始加紧催促其

他国家停止进口伊朗石油，以彻底

将伊朗挤出全球原油市场。

此前有媒体报道，美国似乎已

放低姿态，有意对几个特别依赖伊

朗原油供应的盟友网开一面。 然

而，蓬佩奥 22 日在演讲中重申，美

国希望所有国家在 11 月 4 日前减

少进口伊朗原油至 “尽可能接近

零” ，否则将面临美方金融制裁。

蓬佩奥邀请所有厌倦伊朗“毁

灭性行为” 的国家“加入我们的施

压行动” ，特别是“我们在中东和

欧洲的盟友们” 。

一些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前

任和现任官员告诉路透社，蓬佩奥

此番演讲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舆

论攻势的最新一步，旨在煽动伊朗

国内动乱，以经济制裁之外的方式

向伊朗政府施压。

这波攻势借助官员演讲和网

络传播展开，负面描绘伊朗领导层

形象，有时引用夸张或违背官方口

径的信息。

对美方发起的舆论攻势，伊朗

总统鲁哈尼 22 日早些时候指责美

方“煽动伊朗国民危害伊朗安全和

利益”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鲁哈尼向美国总统喊话：“特朗

普先生，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 那

只会导致懊悔。 ”

鲁哈尼同时说：“美国应该理

解，与伊朗和平共处将是所有和平

之母，而与伊朗开战将是全部战争

之源。 ”

路透社解读，这一表态显示伊

朗不排除与美国达成和解的可能

性。

对美方“封油” 威胁，鲁哈尼

此前回应，“若伊朗原油无法出口，

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原油也将无

法出口” ， 意指伊朗将封锁霍尔木

兹海峡、阻断全球原油运输主要通

道。 这一表态 21 日获得伊朗最高

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肯

定，被认为“准确反映伊朗政策和

立场” 。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鲁哈尼

22 日进一步明确回应：“任何理解

政治基础知识的人都不会说‘我们

要停止伊朗石油出口’ ……我们担

当地区水道安全护卫的历史由来

已久。 ”

美国东部时间 22 日深夜，特

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击鲁哈尼：

“永远别再威胁美国， 否则你会承

担历史上没几个人遭遇过的后

果。 ”

同样在 22 日， 伊朗陆军地面

部队司令基奥马尔斯·海达里加入

声援鲁哈尼的行列。 伊朗塔斯尼姆

通讯社援引他的话报道：“霍尔木

兹海峡地区要么对大家都安全，要

么对大家都危险。 ”

另一名军方高官、伊朗武装部

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则认

定， 特朗普政府可能正准备 “入

侵” 伊朗。

巴盖里说：“尽管美国现政

府似乎没有提及军事威胁，但根

据准确信息，它正试图说服美国

军方 （对伊朗） 实施军事侵

略。 ”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特朗普政

府对伊朗的公开政策是不寻求“政

权更迭” ，但寻求利用“极限施压”

改变伊朗政府行为，包括停止核导

研发、停止支持其他中东国家的什

叶派武装。

据新华社

美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伊朗政府———

鲁哈尼警告美国:别挑衅!

重申施压

“玩弄狮尾”

入侵伊朗？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首都喀布

尔国际机场 22 日发生一起自杀式

爆炸袭击，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14

人受伤。 阿富汗副总统阿卜杜勒·

拉希德·杜斯塔姆当时距离袭击发

生地不远，躲过一劫。

数十名支持者当天到喀布尔

国际机场欢迎杜斯塔姆回国。 袭击

发生时阿富汗政府官员、一些政治

力量领导人及杜斯塔姆的支持者

正要离开。

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什马特·

斯塔尼克扎伊说，这起袭击造成 11

人死亡、14 人受伤， 但没有提供更

多细节。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

伤亡人员既有平民，也有阿富汗安

全部队成员。

杜斯塔姆因涉嫌囚禁政敌，去

年 5月流亡土耳其。

喀布尔国际机场发生袭击

造成至少 11人死亡、14人受伤；副总统躲过一劫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日本列岛 23 日依

然被高气压带覆盖， 全国大范围地

区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埼玉县熊谷

市最高气温达 41.1 摄氏度，刷新了

日本气温观测史上的最高纪录。

据日本气象厅观测， 除创下最

高气温的埼玉县外， 东京都和岐阜

县气温也超过 40 摄氏度。 其中，东

京都青梅市最高气温 40.8 摄氏度，

这是东京都气温观测史上最高气温

首次超过 40摄氏度。 23日，日本从

东北到九州地区气温均大幅上升，

是今年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

截至目前，日本各地至少有 20

人因酷暑天气死亡， 以老年人和小

孩居多。

日本气象厅 23 日表示，已在全

国各地发布高温提示信息， 呼吁大

家要开空调、多喝水、及时补充盐分

等。

另据东京消防厅消息，22 日东

京都共出动救护车 3125 趟，创下自

1936 年开始救护业务以来的最高

纪录，主要原因是中暑人数激增。

日本高温持续

多地气温创纪录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国防军 23

日发表声明说， 以军 22 日夜间至

23 日凌晨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

恒附近的杜海舍难民营展开行动，

逮捕两人。

声明指出， 此次行动是以军同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 以色列警察

部队等联合展开的， 除逮捕两名涉

嫌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外， 以军

还发现一处制造武器的地点。

《以色列时报》援引巴勒斯坦

方面的报道称， 此次行动至少导致

1 名巴勒斯坦青年死亡、2 名巴勒斯

坦人受伤。

以军进入难民营

抓捕恐怖嫌疑人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为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 贵阳孔学堂将在明伦堂举办传

统文化活动。 现征集热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市民朋友参与（详情可

登录孔学堂官网、多彩贵州网、贵阳

新闻网、 贵阳文明网、 爽爽的贵阳

网、贵州都市网查询，或通过搜索贵

阳孔学堂公众微信进行了解），市

民可凭有效证件报名参加。 活动当

天请报名成功的听众持本人有效证

件提前 30 分钟到孔学堂售票处换

取入场券入场。 届时孔学堂将提供

开水，请市民朋友们自带水杯，禁止

携带食物进入讲堂， 希望大家遵守

活动纪律，做文明人。

中国传统伦理系列讲座（三）

时间：7 月 28 日 （周六）09:

30--12:00

����主题：天下为公 -- 中国传统从

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主讲人：鄯爱红（北京市委党

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

从事 " 中国传统道德 "、" 行政伦理

" 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入选北京市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兼任中国

伦理学会常务理事， 政治伦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市领导科学学

会秘书长等职。 ）

时间：7 月 29 日 （周日）09:

30--12:00

����主题：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 -- 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

主讲人：张文杰（国防大学国

家安全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中

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

专家。 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科研 30

余年，两次到国外担任军事专家。著

有《军事辩证法论纲》、《军事思想

概论》、《创建革命根据地纪实》、

《八路军抗战纪实》、《社会主义军

事观》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

百余篇。 ）

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用户需要在微信

搜索 “孔学堂” ， 或手动输入微信

号：gyconfucianism， 添加并关注

“孔学堂” 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

单“讲座报名” 即可进入报名系统

（适用于高校学生听课修学分及市

民网络报名）；

2.现场报名：市民可前往贵阳

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推广部活动科

进行现场报名；

3.市民电话报名：

0851--83617687

����4.微信报名后台咨询电话：

0851--86699033

����报名时间：2018 年 7 月 24 日

--7 月 27 日 （上午:09:30-12:00��

下午:13:30-16:30）

温馨提示：1. 报名成功的听众

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与， 请及

时电话取消报名， 如未取消报名也

未准时到场参与累计超过 3 次者，

今后将不得参与孔学堂相关活动。

2.讲座结束后，市民可将自己听完

讲座的感悟和对国学的独到见解发

送至孔学堂邮箱（

gykxt928@163.

com

） 或贵州名博 (

blog.gog.com.

cn

)，优秀的文章我们将在孔学堂官

网和贵州名博进行刊登， 另外还可

以加入贵阳孔学堂国学公益讲座听

众交流

QQ

群进行讨论， 群号为：

159532784。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2018年 7月 23日

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活动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