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西部鸟取县7日举行螃
蟹拍卖会，一只雪蟹拍出500万日
元（约合 32.3万元人民币），打破
鸟取县螃蟹拍卖价格去年所创吉
尼斯世界纪录。

雪蟹捕捞季从5日午夜开始。
港口城市鸟取市7日举行当地首场
拍卖会，一只重1.24公斤、蟹壳长
14.6厘米的雪蟹脱颖而出，被认定
为鸟取县最高级别“五辉星”螃蟹。

那只最贵螃蟹由鸟取县金政
滨下商店“拿下”。 这家海鲜经销
商去年以200万日元（12.9万元人
民币）买走一只“五辉星”螃蟹。日
本共同社报道， 这一价格当时创
吉尼斯世界纪录。

金政滨下商店社长滨下彻次
说，今年螃蟹竞拍价超出预期，但
他一定要买下来， 让大家知道鸟
取县的螃蟹最棒。

金政滨下商店说，那只“五辉

星” 螃蟹将卖给首都东京银座商
业区一家餐厅。

共同社报道， 为防止过度捕
捞， 渔民今年捕捞螃蟹的时间将
缩短，不能捕捞小螃蟹。

今年捕捞季首场螃蟹拍卖会
6日在西部兵库县新温泉町举行，
一只重1.2公斤的雪蟹以300万日
元 （19.4万元人民币 ） 竞拍价售
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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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6日宣布，抓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前头目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妻子。

埃尔多安当天在安卡拉大学发表讲话
时证实抓获巴格达迪的妻子阿斯玛·福齐·
穆罕默德·库拜西，继而话锋一转，揶揄美
国高调宣传巴格达迪死讯， 土方却没因抓
获巴格达迪妻子而“大惊小怪”，“我今天第
一次宣布这一消息”。

德新社报道， 巴格达迪有四名妻子，
库拜西是“大老婆”。

巴格达迪10月26日在叙利亚西北部
美军行动中自杀身亡。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
员说，土耳其警方2018年6月2日在东南部
边境省份哈塔伊展开抓捕行动时，抓获11
名“伊斯兰国”嫌疑人。

那名官员说，土方“很快查出”其中一
名女子是巴格达迪妻子库拜西。 库拜西当

时自愿招供“关于巴格达迪的许多信息和
‘伊斯兰国’内部工作情况”。土方据此在其
他地点实施一系列抓捕行动。

通过与伊拉克政府提供的巴格达迪
脱氧核糖核酸 (DNA)样本比对，土方证实
另一名被捕女子是巴格达迪的女儿。 那些
囚犯如今关押在土耳其境内。

土耳其方面近期频繁公布抓获巴格
达迪家人的消息。 两天前，土耳其军方在
叙利亚西北部边境抓获巴格达迪的姐姐
拉斯米娅·阿瓦德一家。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阿
卜杜勒·拉赫曼认为， 土耳其情报部门一
直知道阿瓦德的藏身地，此时抓捕有所考
量。

美联社报道，土耳其有意借助抓获阿
瓦德，显示土方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
同时， 不会坐视极端组织趁机死灰复燃。

王逸君（新华社特稿）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 6日正式启动竞
选活动。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工党“阵
地”、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举行集会，试图
以类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风格
拉拢更多选票， 护航英国脱离欧洲联盟
进程。

伯明翰竞选集会现场，支持者身穿印
有保守党口号的T恤， 舞动标语牌。 约翰
逊站在讲台前，身后是巨幅竞选口号“完
成‘脱欧’、释放英国潜力”。《欧洲政治周
报》报道，现场气氛让人感觉似乎在参加
一场特朗普集会。

美联社报道， 约翰逊在演讲中描述选
举是一场“个人对抗议会”的斗争，称“不想
提前选举……但别无选择”，当前政治僵局
让人懊恼得“想嚼自己的领带”。

他承诺，胜选第一天就推动议会批准
“脱欧” 协议，“让我们明年1月完成‘脱
欧’，把不确定性抛在身后”。

约翰逊以“某些人”暗指脱欧党党首
奈杰尔·法拉奇，批评其“无协议脱欧”主
张不切实际。

“我的朋友们，他们（脱欧党）就像在
电灯时代初期仍在兜售蜡烛，或在目睹第
一台笔记本电脑后依然生产打字机，”约
翰逊说，“他们判断力糟糕，不久会失去市
场。 ”

约翰逊还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
文章， 质疑最大反对党工党党首杰里米·
科尔宾不认可“脱欧”全体公民投票所反
映的民意，迄今没有清晰阐述工党“脱欧”
设想。

法新社报道，保守党民意支持率领先
工党10个百分点以上，但部分坚定“脱欧”
选民的选票可能被脱欧党分流，而其他支
持“留欧”的中小政党可能与工党结盟，因
而增加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徐超（新华社特稿）

伊朗原子能组织7日确认，受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查员监
督， 伊朗开始向福尔多核设施的
离心机注入铀气。

伊朗原子能组织在一份声明
中说：“经过所有成功的准备……
从7日开始向福尔多核设施离心
机注入铀气……所有过程受到联
合国核监察机构人员监督。 ”

声明所说联合国核监察机
构，指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一机构
一直监督伊朗履行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情况， 核查伊朗核设施和
活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说， 核查员
在伊朗执行任务， 拟就相关活动
发布报告， 没有提及任务具体内
容。

向福尔多核设施离心机注铀
气是伊朗中止履行核协议的第四
步。协议规定，伊朗可以利用纳坦
兹核设施的5060台离心机生产浓
缩铀， 福尔多核设施离心机不能
用于铀浓缩、 可以制造民用同位
素。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
鲁兹·卡迈勒万迪7日告诉伊朗国
家电视台， 向离心机注入铀气的

过程需要数小时才能稳定，“多名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员9日前将
再次前往福尔多核设施，”届时那
里 所 产 浓 缩 铀 的 丰 度 将 达 到
4.5%。

他说， 福尔多核设施的离心
机全部是第一代 IR-1型 ， 其中
696台注入六氟化铀气， 另外348
台继续用于生产民用同位素。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
瓦德·扎里夫6日说， 伊朗中止履
行协议部分条款， 是回应美国单
方面退出协议、 欧洲国家没有履
行协议义务。

就伊朗最新动向， 美国、法
国、德国6日分别回应。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指
认伊朗“朝错误方向迈出一大
步”。 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看来，这是伊朗的“重大”举
措。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敦促
伊朗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全部条
款。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说， 伊朗最新举措令人担
忧， 但俄方理解伊朗是受美国制
裁不得已而为之。

杜鹃（新华社特稿）

伊朗确认 IAEA 监督新核活动
美国认为是“朝错误方向迈出一大步”

一只雪蟹拍出 500 万日元护航英国脱离欧洲联盟进程

约翰逊启动保守党选战火力全开
不会坐视极端组织死灰复燃

土耳其称抓获巴格达迪妻子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
会定于下周就针对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公开听证。作
为主要证人，3名外交官将公开
先前在闭门听证会谈及内容。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
廉·泰勒的证词6日公开。 他认
定特朗普以美方军事援助为筹
码， 要求乌克兰方面调查美国
202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籍竞选
人乔·拜登和他的儿子。

掌握足够材料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

勒、 分管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帮办乔治·肯特定于
13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
作证，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
万诺维奇定于15日公开作证。
这3人10月出席闭门听证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
当·希夫说， 下周的公开听证将
给美国人“评估证人、作出判断”
的机会，美国人同样可以了解总

统行为不当的“一手信息”。
情报界一名官员8月举报

特朗普7月同乌克兰总统弗拉
基米尔·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要
求对方调查拜登父子， 触发众
议院9月24日启动针对特朗普
的弹劾调查。 调查人员两个月
来先后传唤国务院多名官员作
证，公开关键证人的证词。

路透社报道，公开听证似乎
是众议院弹劾特朗普的“前奏”。
民主党人认定，尽管特朗普政府
一些官员不配合，他们已经获得
足够材料推动公开听证。

坐实“利益交换”
民主党人6日公开泰勒的

证词，共324页。 这名外交官在
先前的闭门听证中说， 特朗普
政府经由常规外交渠道和“非
常规渠道”处理乌克兰事务，两
个渠道就总统要求乌方调查拜
登父子有分歧。

“非常规渠道”由特朗普私

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主导，成
员包括美国政府前乌克兰问题
特使库尔特·沃尔克、美国驻欧
洲联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和能
源部长里克·佩里。

泰勒告诉调查人员，他“明
确了解”调查亨特·拜登供职的
天然气企业贝里斯马控股公司
是乌方获得军事援助的前提。
桑德兰曾告诉他“一切取决于
泽连斯基宣布调查”。

泰勒认定， 调查那家企业
的目的是曝光拜登的“黑料”，
以帮助特朗普连任。

依据公开的证词， 泰勒没
有直接与特朗普本人或朱利安
尼沟通。 共和党人因而以泰勒
不掌握一手信息抨击他。

白宫增加人手
特朗普6日经由社交媒体

“推特”回应，说弹劾调查是“虚
伪骗局”。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多次否

认不当处理乌克兰事宜， 认定
弹劾调查是民主党人对他的政
治迫害。

为应对弹劾调查推进 ，白
宫预期强化通信小组实力。 一
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告

诉美联社记者， 特朗普的“盟
友”、佛罗里达州前总检察长帕
姆·邦迪和财政部前发言人托
尼·萨伊格预期进入这一小组，
协助应对今后几天可能发生的
状况。 包雪琳（新华社特稿）

尽管特朗普政府官员不配合，但民主党已获得足够材料

美众院将就弹劾调查公开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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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队晋级四强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报

道：2019 国际乒联团体世界杯昨
天展开男团 1/4 决赛的争夺，樊
振东、许昕、梁靖崑代表中国男队
以 3 比 0 完胜美国队， 轻松挺进
男团四强。 中国队半决赛将迎来
东道主日本队的挑战， 后者昨天
在与德国队的激烈争夺中， 以 3
比 1 笑到最后。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报
道： 傲胜股份第八届广东省五人
足球甲级（粤甲 ）联赛和第七届广
东省女子五人足球甲级联赛 （粤
女五甲 ） 第四个比赛日日前在广
州黄埔傲胜体育生态足球公园续
战。 粤甲深圳碧波四战全胜高居
积分榜首位，庆翔·亚美和广州拓
达体育排在第二三位； 粤女五甲
广东志高空调女队取得全胜高居
首位， 万成生辉队与新军士多啤
梨·恩祈潮汕人排在第二三位。

粤甲本周 8 场比赛共产生了
39 个进球， 平均每场进球数为
4.875 个。 禺健体育会龙熙鹏以 6
球排名射手榜首席，庆翔·亚美的
叶德杭和深圳碧波的赖敏辉各以
5 球紧随其后。

粤女五甲本周 4 场比赛共进
28 球，场均进球 7 个，比男子组
还高。 志高空调女足的梁婉倩以
12 个进球高居榜首，万成生辉的
曹琚好和士多啤梨·恩祈潮汕人
的田娇都以 7 球分列二三位。

11 月 10 日， 粤甲和粤女五
甲的第五个比赛日开战， 地点仍
是老地方。

粤甲粤女五甲
第四个比赛日战罢 两队分头领跑

比赛现场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
道： 第四届全国智力运动会今日
在浙江省衢州市拉开战幕， 广东
围棋队和五子棋队将参加围棋11
个项目、五子棋6个项目的比赛。

受广东省体育局委托， 广东
省围棋协会负责选拔组成广东围
棋队与五子棋队参加本届全国智
运会。 为了能组成实力最强的队
伍参赛， 广东省围棋协会先后举
办了两次全省范围的围棋和五子
棋公开选拔赛， 最终确定各队正
选和备选棋手名单， 并引进了黄
立勤、贺启发、俞亚萍等国内优秀
的五子棋棋手。

队伍组成后， 省围协不仅聘
请职业队教练、外籍教练、职业棋
手对队员进行高强度的系统训
练， 还组织棋手参加多场全国赛
事，达到以赛代练、提高成绩的目
的。进入集训冲刺阶段，围棋队由
陈志刚六段、廖桂永九段、吴肇毅
九段等广东围棋名宿担纲， 对参
赛选手每周进行两次高强度对局
训练及指导， 五子棋队则聘请澳
门籍职业教练进行系统训练。

本届全国智运会，由王硕、陈
昱森、许瀚文、陈一鸣、郑岩、蔡碧
涵、 赵贯汝等名手组成的广东围
棋队， 将在职业男子和女子快棋
赛、职业男子和女子个人赛、混合
双人赛等项目中展开角逐， 业余
棋手则参加男子和女子个人赛、
全民团体赛， 他们将力争取得佳
绩，实现新的突破。

全国智运会

广东围棋五子棋
力争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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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2019中国女足永川国
际锦标赛上，王霜终于打破近一年
的国家队进球荒，梅开二度帮助中
国队以2比0战胜新西兰队。 从结束
留洋，到世界杯、女超联赛表现低
迷， 一度只能进入中国队考察名
单，再到满血复活，王霜用“认真”
二字扫清障碍，再一次证明自己。

王霜昨役首发上阵，出任前腰
位置。 上半时主教练贾秀全派上大
量新人，包括王霜在内，只有四人
曾进入法国世界杯名单。 由于配合
不够默契，上半时中国队进攻机会
并不多。 直到第57分钟，贾秀全连
换三人———李影、古雅沙和杨丽三
名主将上场， 形势才得以改善，王
霜也找到了表演的舞台。

第61分钟， 古雅沙左路传球，在
后点的王霜反应神速，飞身向前头球
破门。 补时阶段，又是王霜接队友传
球后从中圈启动，在对方门将和防守
球员的夹击下，冷静吊射破门。 进球

后的王霜用偶像C罗的标准动作庆
祝，贾秀全也对她鼓掌表示赞赏。

除了两枚进球，王霜在中前场
的串联也十分出色。 第74分钟她一
次直塞妙传杨丽非常精妙，可惜杨
丽的单刀球被扑出。

昨晚是王霜参加的第一百场
国家队A级赛， 但回首过去一年，
她一直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去年留
洋加盟巴黎圣日耳曼，王霜在国家
队比赛和俱乐部比赛之间辗转奔
波， 导致体能跟不上国家队的要
求。 世界杯前，受伤病困扰的王霜
状态下滑， 首场比赛表现不佳，赛
后主教练贾秀全面对采访时还反
问记者：“你觉得她打得怎么样？ ”
更直言“我需要的是一个团队，而
不是一个球星”。

世界杯后，王霜与巴黎圣日耳
曼解约， 提前回国加盟武汉女足。
由于一直没能达到最佳状态，10月
中国队公布集训名单时，王霜未能

直接进入第二阶段名单， 只是
进入待考察组，与新人竞争上岗。

但就是在这段集训时间里，王
霜找回了自己———先是在一场教
学赛中打入一粒高难度吊射，让场
边的贾秀全拍手叫好，再到昨晚的
梅开二度，满血复活。

赛后王霜剖析了这段时间的
心路历程：“从去大巴黎到世界杯，
再到现在，整整一年在国家队没有
进球和助攻， 所以这次的比赛，特
别希望能够跟着贾导训练，每一堂
训练课我都非常认真，希望能够打
好今天的比赛。 ”

王霜并不畏惧与新人竞争。 她
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新鲜血液融
入团队， 我们不会看到自己的不
足，也就不会看到自己积极向上的
一面，所以新成员的到来对我们来
说是一种激励，能够更好地激发我
们在球场上的欲望和比赛的激
情。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王霜满血复活
昨晚在永川国际锦标赛上梅开二度，

帮助中国队战胜新西兰队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方平报道：
CBA常规赛第三轮昨晚率先进行了
三场比赛，在一场焦点战中，继续坐
镇主场的新疆队在一度落后两位数
的情况下，经过加时以115比110力
克浙江广厦队， 目前以三战全胜的
成绩排名联盟首位。

新疆队与广厦队历史上交锋过
36场， 新疆队以27胜占据绝对优
势。上赛季双方共战六场，新疆队五
胜一负。 此战赛前， 双方均两战全
胜，状态正佳。

广厦队上半场反客为主， 以内
线为牵制，外线屡屡开火，比分一直
领先。 上半场结束广厦队以52比42
领先。

下半场新疆队主帅阿的江改变

防守策略， 以全场领防限制对手外
援控卫杰克逊的组织， 马上收到效
果，令广厦队的进攻一度停滞。新疆
队利用这段时间里外开花， 将分差
逐渐缩小。 其中西热力江三分球几
乎每投必中， 帮助主队打了一波19
比6的攻击高潮，很快反超了比分。

最后一节新疆队一度将分差拉
大到十分，但广厦队没有放弃，凭借
杰克逊的个人能力不断追分， 双方
以100比100战平进入加时赛。 新疆
队在加时赛发挥更好， 在小外援费
尔德的串联下，内外开火，最后以5
分的优势险胜对手，取得三连胜。

其他两场赛果为： 福建119比
125负于青岛、 同曦103比101战胜
四川。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
者徐扬扬报道： 欧联杯小组
赛第四轮争夺今晨落幕，曼
联在老特拉福德主场以3比0
大胜贝尔格莱德游击， 积10
分在L组领跑，已提前两轮出
线。

此役， 曼联的德赫亚与
受伤的林德勒夫未进入大名
单，佩雷拉与丹尼尔·詹姆斯
坐上替补席， 顶替他们首发
的是罗梅罗、罗霍、马塔和格
林伍德。

开场才5分钟，双方都各
射入一球， 但都因越位进球
无效。第21分钟，拉什福德中
路斜传， 格林伍德禁区内接
球扣过后卫劲射破门， 替主
队率先打破僵局。第33分钟，
游击队后卫出现失误， 格林
伍德机敏地将对方解围球挡

向中路， 马夏尔接球连过两
人后推射破门。

易边再战， 马夏尔在49
分钟送出助攻， 拉什福德劲
射破门，3比0。 由于这次进
攻的起点是格林伍德的右路
回传， 因而他参与了己队本
场比赛的全部三个进球。

至此， 曼联在欧联杯已
取得11胜4平、 保持15场不
败的战绩， 是本届欧联球队
中不败纪录最长的。不过，曼
联此役有中卫马奎尔受伤，
麦克托米奈也因伤在第75分
钟被林加德换下， 算是美中
不足。

英超其他球队本轮战果
如下： 阿森纳两天前做客以1
比1战平吉马良斯，位列F组头
名；狼队主场以1比0小胜布拉
迪斯拉发，排名K组第二。

欧联杯·今晨

曼联提前出线，保持不败

CBA·焦点 新疆队三连胜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
者刘毅报道： 武磊上一场在
西甲首发出场， 与费雷拉组
成锋线搭档， 今晨在欧联杯
第四轮小组赛却与费雷拉一
起打替补。主帅马钦进行9人
大轮换，西班牙人在主场以6
比0大胜卢多戈雷茨，创下队
史欧战最大分差胜场纪录。
西班牙人提前两轮出线，客
队此役付出两张红牌的代
价。

在H组， 西班牙人3胜1
平积10分排名第一， 卢多戈
雷茨积6分，费伦茨瓦罗斯积
5分， 莫斯科中央陆军积1分
垫底。 由于卢多戈雷茨和费
伦茨瓦罗斯在最后一轮直接
交锋， 积分不可能同时超越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在与卢
多戈雷茨的直接对话中拥有
两胜优势， 西班牙人得以提
前获得出线权。

西班牙人今晨取得71%
的控球率， 射门次数是19比
0，射正次数是 12比 0，比赛
完全变成主队的进攻表演。

西班牙人在第4分钟就
取得领先， 格拉内罗右路传
中，梅伦多推射入网。 第12分
钟，卢多戈雷茨中卫弗尔斯特
在禁区前犯规被红牌罚下。
第19分钟， 格拉内罗开出角
球，中卫路易斯·洛佩斯头球
建功。 第36分钟，巴尔加斯射
门造成卢多戈雷茨后腰格拉
尔斯基在禁区内手球，后者累
积两张黄牌被罚出场，巴尔加
斯亲自主罚点球命中。

比赛虽然已提早失去悬
念， 但第52分钟， 梅伦多挑
传， 坎普萨诺左脚抽射继续
扩大比分。第72分钟，武磊替
补出场换下梅伦多。

在西班牙人三个替补出
场的球员中， 佩德罗萨和费
雷拉都进球了， 武磊出场后
表现平平， 没有参与到球队
后两个进球之中。第73分钟，
科尔夏右路传中， 佩德罗萨
小角度抽射打进球门远角。
第76分钟， 两名阿根廷球员
打出配合，巴尔加斯直传，费
雷拉在小禁区前挑射入网。

武磊替补登场，表现平平

昨晚加时击败广厦队匹马领先

乒球团体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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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霜庆祝进球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