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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今 ·国际日

伊朗政府 15 日
宣布上调汽油价格并
施行配给， 汽油价格

从每升 1 万里亚尔（约合 0.6 元
人民币） 上调至 1.5 万里亚尔
（0.9 元人民币）， 家用汽车每辆
每月限购 60 升汽油， 超出部分
需支付更高费用。 这一政策触发
民众不满。

哈梅内伊 17 日在电视讲话中
说，涨价方案由行政、立法、司法三
大机构参与的委员会共同决定，

“我不是专家……但会支持它”。
“一些人肯定会不满，”他

说，“但搞破坏并纵火不是 （正
常 ）人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流氓
行径。 ”

哈梅内伊把暴力示威者称作

暴徒，要求安全部门履行职责，同
时呼吁民众避免参与暴力活动。

不愿公开姓名的安全官员
告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记者，示
威规模超过 8.7 万人， 执法部门
逮捕大约 1000 人。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说，示
威是民众权利，但骚乱不是，当局
不会容忍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径。

外媒
观察

特 朗 普 一 项 引 人 注 目 的 政
策， 是高调地让盟国承担更多的
军事费用。 最近有报道称， 美国
政府 “狮子大开口 ”，要求韩国每
年承担 50 亿美元的驻韩美军费
用，让韩国方面颇为焦虑。

美国自 1953 年以来在韩国
派驻军队 ， 现有驻韩美军大约
2.85 万人。 两国自 1991 年签署首
份防卫费分担协定以来，迄今一共
签署了 10 份协定。 韩国分担的费
用，主要用于支付驻韩美军韩籍雇
员工资、 各种美军基地建设费用、
军需后勤等三个项目。

根据 2019 年 3 月签署的第
10 份协定 ， 韩方承担的费用比
2018 年上升 8.2% ， 达 8.7 亿美
元 ， 协定有效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目前双方正在就第 11
份协定进行磋商。 就是在这个时
期 ，美方要求韩方每年承担近 50
亿美元的费用。

对于美国的这一要求，《日本时
报》的一篇分析说，前一阵韩国官员
曾表示， 韩美的谈判已经差不多了，
但这几天又传出美方“涨价要求”，说
明特朗普政府认为自己手中有足够
的牌让韩国屈服。 文在寅现在应该
感受到“狂躁特朗普的热浪”。

这篇分析认为 ， 美国的施压
确实将文在寅“逼入绝境”。 目前
文在寅在国内的支持率已经下降
很多， 韩国国会选举也将在明年
展开， 如果在应对美韩关系上稍
有差错， 他的共同民主党执政地
位就会受到影响。

且韩国国内无论是左派还是
右派，对美国的要求都很不满。 右
派报纸 《东亚日报 》称 ，特朗普的
要价已经让美韩同盟的根基发生
动摇 ；而左派的 《韩民族日报 》认
为，特朗普的要价，让人感觉驻韩
美军是冲着钱来的 “雇佣军”，而
不是盟友。 该报还认为，特朗普认
为驻韩美军保护韩国安全， 因此
韩国要交保护费， 但实际情况早
已发生变化。 现在驻韩美军的目
标， 是维护美国在东北亚的政治
经济利益， 而不仅仅是保护韩国
安全 。 况且 ， 韩国已经负担了
70%的驻韩美军的费用。韩国出租
给驻韩美军的用地， 价格也比市
场低。 因此特朗普说盟国“免费搭
车”，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

韩国还有分析认为 ， 除了分

担驻韩美军的费用 ， 韩国还大量
购买美国的军火。 美国 “防务新
闻 ”网站的一篇文章称，特朗普一
直向盟友推销美国货，而韩国在这
方面可是 “忠实的消费者 ”。 从
2000 年到 2017 年， 韩国向美国购
买了大约 260 亿美元的军火。 这还
是美国政府起了某种中间角色的
交易，此外韩国还向美国军火商直
接购买了上百亿美元的装备。

但特朗普似乎并不考虑这么
多， 他在乎的只是钱 。 美国前国
防部长马蒂斯的演讲稿撰写人最
近出了一本书 ， 书中披露 ，2018
年 1 月， 马蒂斯在向特朗普汇报
海外驻军情况时， 特朗普曾固执
地追问美国在韩国驻军到底得到
了什么好处， 并说如果韩国为此
每年支付给美国 600 亿美元 ，“那
还差不多 ”。 在特朗普的这种思
维下， 文在寅要想能够得到 “减
免”，是多么的困难。

有分析认为 ， 如果美韩之间
关于钱的问题谈不拢 ， 特朗普可
能会撤走驻韩美军———前段时间
他在叙利亚不就是突 然 宣 布 撤
军， 将曾经的盟友库尔德人置之
不顾吗？ （对于这个担心，美国驻
韩大使哈里斯最近说 ， 韩国不必
担忧美军撤离朝鲜半岛 ， 因为驻
韩美军的行动受条约约束。 ）

韩国被逼得这么紧，日本也是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 目前有大约
5.4 万美军驻扎在日本，2019 年日
本的财政预算显示 ， 日本负担近
20 亿美元的驻日美军费用， 而有
媒体称今年 6 月美国政府曾要求
日方负担的费用增加至 80 亿美
元。 日本对此的回答是，日本已经
负担了大部分驻日美军费用，美国
这个要求不现实。 且日方认为，漫
天要价是特朗普的谈判策略之一，
美方这是在试探日本态度。

日美关于分担军费的协议要
到 2021 年到期 ，届时如果特朗普
还在台上， 日本就会清楚知道特
朗普的意思了。

美国和韩国国防部长 17 日宣布推
迟定于本月举行的联合军事演练，说这
一决定并非向朝鲜方面妥协，而是展示
“善意”，以推动外交进程。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和韩国
国防部长官郑景斗在泰国首都曼谷出
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时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上述决定。

另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顾问
金桂冠 18 日回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说对朝方无益的朝美对话不再有
兴趣，美方应取消对朝敌视政策。

金桂冠曾出任外务省第一副相。 他
经由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谈话，说他看
见特朗普前一天在社交媒体“推特”所

发言论，“我把它解读为再一次举行朝
美首脑会晤的强烈暗示”。

金桂冠对先前三次朝美首脑会晤
和双方其他对话的评价是，“朝美关系
没有取得显著改善”，“美国方面只想争
取时间，假装它就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已
经取得进展”。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而将
不再给予美国总统他能拿来夸耀的东
西，” 他说，“如果美方真打算继续与朝
方对话，最好作出勇敢决定，放弃对朝
鲜的敌视政策。 ”

特朗普 17 日在“推特”向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喊话：“你应该快点行动，
达成协议。希望很快见到你！”（新华社）

伊朗抗议油价上涨示威活动蔓延至 100 多座城镇，上百家银行商店遭洗劫或纵火

向朝表“善意” 美韩叫停联合军演
特朗普想“很快见到”金正恩，但朝方“不感兴趣”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韩国欠了美国多少保护费？

伊朗最高领袖大
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
伊 17 日就近期街头示
威发声，支持政府提高
汽油价格，抨击暴力破
坏，暗示将以强力手段
恢复秩序。

伊朗官方媒体报
道， 示威蔓延至 100
多座城镇， 上百家银
行、 商店遭洗劫或纵
火，包括警察在内的 3
人死亡，大约 1000 名
示威者被捕。

哈梅内伊
支持提高汽油
价格的决定，同

时呼吁伊朗官员避免提高
其他生活物资的价格。

美联社报道， 这次示
威反映伊朗政府应对严峻
经济形势的压力。

法新社报道， 伊朗里
亚尔近年大幅贬值， 国内
通货膨胀严重。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估计， 伊朗经济
今年将萎缩 9.5%，明年可
能陷入滞胀。

按照伊朗总统鲁哈尼
的说法，政府需要向 6000
万贫困人口提供生活补
贴，“要么增加税收， 要么
减少现有（汽油）补贴，将
利润返还给需求迫切的群
体”。

徐超（新华社特稿）

哈 梅 内 伊
说，暴力示威正
中敌对势力下

怀， 特别提及得到美国支
持的“人民圣战者组织”。
这一流亡团体一直呼吁推
翻伊朗政权。

“反革命（势力）和伊
朗的敌人一直支持针对伊
朗安全的破坏活动并在继
续这么做，”他说，“不幸的
是，一些问题已经发生，一
些人已经失去生命。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
讯社报道， 伊朗国家最高
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周
末起对全国互联网施行限
制， 防止暴力示威者继续
串联。 依据美国甲骨文公
司的说法，这是伊朗“迄今
最大规模的断网行动”。

美国白宫17日发表声
明， 谴责伊朗当局对示威
者使用致命武器并阻断互
联网，“支持伊朗民众的和
平示威”。

陈
春
鸣

画

德黑兰警方近日在公路上驱散示威者 图 / 视觉中国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
朗普 18 日说，他将考虑就国
会众议院针对他的弹劾调查
提供证词。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
上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
长、 民主党人佩洛西日前在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的表
态。佩洛西在采访中说，如果
特朗普有能为他自己脱罪的
信息，我们期待看到，他可以
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亲自陈
述或提交书面证词。

特朗普对此表示， 尽管
不想为这一“缺乏正当程序
的骗局”增加可信度 ，但他

将会“强烈考虑 ”佩洛西的
提议。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考
虑以何种形式提交证词。 美
国媒体分析说， 此举存在一
定法律风险， 特朗普律师团
队或不建议他这样做， 特朗
普此番表态有可能是他同民
主党人斗争的策略之一。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目前处于公开听证阶段。 共
有 8 名特朗普政府现任和前
任官员定于本周出席由众议
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公开听
证会， 其中美国驻欧盟大使
桑德兰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前

俄罗斯事务顾问莫里森被视
为关键证人。

佩洛西 9 月宣布启动众
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起因是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
检举特朗普 7 月在同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
方调查美国前副总统、 民主
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
亨特。 特朗普还被指冻结一
笔对乌军事援助以施压乌克
兰并试图掩盖相关行为。

民主党指责特朗普滥用
职权谋求私利， 寻求外国势
力干预明年总统选举， 同时
损害国家安全利益。

特朗普：将考虑就弹劾调查提供证词

哈梅内伊批评暴力示威蔓延
限制
上网

挑战
加剧事因

涨价

梅西庆祝进球
图/视觉中国

在发布会现场 ， 林燕芬 、达
伦·帕克斯、冯平善等在专题观光
巴士前合影 苏荇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道：
2019汇丰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将于12月11日至15日在
广州天河体育馆举行。 昨天赛事
组委会在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
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现场还举
行了“2019汇丰世界羽联·世界巡
回赛总决赛专车”发车仪式。

赛事组委会秘书长、 广州市
体育局副局长林燕芬介绍了赛事
筹备情况。 本次赛事是世界羽联
世界巡回赛体系中最高级别的赛
事， 自2018年起连续4年落户广
州。 整个世界巡回赛总决赛晋级
之路横跨了47个比赛周， 其中包
括超级1000、超级750、超级 500
及超级 300级别的巡回赛共 25
站，超级100巡回赛共10站，2019
年巴塞尔世锦赛各个单项世锦赛
冠军将自动晋级本年度总决赛。

本次赛事是东京奥运会参赛资
格巡回赛体系中最高积分的赛事，
因此参赛阵容鼎盛， 获得世界羽联
年度巡回赛各分站赛每个单项总积
分排名前八的64名顶尖选手悉数
登场。 最终参赛名单将在韩国大师
赛结束后，于11月26日公布。

从截至11月12日排名的情况
看， 广东选手陈清晨及搭档贾一
凡，男单选手谌龙、桃田贤斗、阿
萨尔森， 女单选手陈雨菲、 拉差
诺、奥原希望，混双组合郑思维 /
黄雅琼等众多羽毛球名将已锁定
参赛资格， 世界顶尖选手集结广
州的冲锋号已然吹响。

现场还举行了“2019汇丰世界

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专车”发
车仪式。 这辆赛事主题观光巴士从
昨天开始直至比赛结束，将轮换穿
行三条经典白天旅游线路———城
市新中轴线、千年古城线和西关风
情线，以及两条夜景线珠江夜景和
中轴夜景，穿梭于市内新旧城区的
同时传递赛事信息，推动“体育+旅
游”深度融合，为赛事提前预热。

在赛事举行期间， 组委会将
邀请技术官员、 运动员踏上这辆
“赛事专车”，前往广州塔等地标，
来一场羽毛球+交通+旅游+文化
的全新体验。

世界羽联赛事总监达伦·帕克
斯也为这个创意点赞，表示这尤其
对运动员体验一个城市来说，是很
好的安排。 赛事组委会执行主任、
中国羽协司库、常务副秘书长冯平
善则表示，主题观光巴士作为总决
赛赛事宣传手段和运载运动员旅
游的载体，效果非常好，期待能把
赛事办成一届向世界推介宣传广
州体育名城的体育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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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2020欧洲杯预选赛接近
尾声，20支直接出线球队已经产
生19支， 丹麦和瑞士今晨成为最
新晋级的球队。 意大利和西班牙
都早已确定晋级， 今晨各自进行
进攻表演， 意大利主场以9比1大
胜亚美尼亚， 西班牙主场以5比0

大胜罗马尼亚。
D组没有传统强队， 对两个

直接出线名额的竞争极为激烈，
丹麦、瑞士、爱尔兰都有机会。

爱尔兰今晨主场迎战丹麦，
只有获胜才能在排名上压倒丹
麦， 客队只要打平就能出线。 丹
麦整体实力更胜一筹， 此役派出

埃里克森、 科内利尤斯、 布雷斯
维特、 鲍尔森的进攻组合。 两支
球队都小心翼翼， 场上僵局直到
第73分钟才被打破，布雷斯维特
为丹麦取得领先。 第85分钟，多
赫蒂为爱尔兰把比分扳平。 莱切
斯特门将小舒梅切尔领衔的丹麦
防线顶住压力，把1比1的比分保

持到终场。
瑞士不用理会爱尔兰和丹麦

的赛果， 只要客场战平弱旅直布
罗陀，就一定出线。这场比赛强弱
分明，瑞士以6比1大胜。

瑞士积17分排名D组第一，丹
麦积16分紧随其后， 积13分排名
第三的爱尔兰只能去打附加赛。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徐
扬扬报道：一场国际足球热身赛今
晨在特拉维夫的布卢姆菲尔德球场
展开角逐， 阿根廷在两度落后的逆
境中以2比2逼平乌拉圭。 阿根廷的
梅西贡献一助攻一进球， 阿圭罗射
入一球； 乌拉圭的苏亚雷斯也是一
助攻一进球，卡瓦尼也射入一球。

此役， 阿根廷亮出强阵，梅

西、阿圭罗和迪巴拉悉数首发；乌
拉圭也精英尽出， 苏亚雷斯和卡
瓦尼联袂锋线。

第33分钟，托雷拉斜传，苏亚
雷斯禁区右侧第一时间低传门前，
卡瓦尼小禁区铲射破门，替乌拉圭
首开记录。 卡瓦尼成为继苏亚雷斯
之后为乌拉圭射入50球第二人。

仅过3分钟，迪巴拉就在禁区

内低射破门， 怎奈他手球犯规在
先，进球被判无效。 此后，梅西主
罚前场直接任意球， 但球被乌拉
圭门将坎帕尼亚飞身摘下。

易边再战， 阿根廷在第63分
钟扳平比分， 梅西前场任意球斜
传，阿圭罗人丛中头球抢点破门。
不过乌拉圭在第68分钟也获得前
场直接任意球机会， 苏亚雷斯射

出弧线球直挂球门死角 ，2比1。
补时的第2分钟，替补上阵的劳塔
罗禁区内脚后跟射门， 皮球击中
乌拉圭后卫卡塞雷斯手臂， 主裁
吹罚点球，梅西操刀主罚破门，终
将比分扳平。 这也是梅西为阿根
廷国家队射入的第70球， 仅次于
巴西球王贝利的 77个国家队进
球，排在南美足坛第二位。

●第五届广州户外运动节体
育进社区嘉年华暨2019中海欢乐
家庭节第二站日前在黄埔区云埔
街道举行。

社区居民从前期宣传就踊跃报
名， 更有社区文体达人自发组织表
演节目， 展现了该区独特的社区风
貌。不少参与的街坊都认为，体育进
社区嘉年华能拉近邻里间的距离，
看似是简单的游戏， 但背后映衬出
来的是社区和睦的氛围。 （苏荇）

●第六届广州塔登高公开赛
日前在广州塔举行， 奥运冠军曾
国强、孙淑伟、劳丽诗、张洁雯、罗

玉通、 张雁全等体育明星现场助
阵，参与体验。

本次竞赛赛道为广州塔核心
筒2至112层， 共2580级阶梯，选
手们在半开放式的垂直跑道中迎
风而上，冲向塔顶。 最终，曾文波
以14分55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
军，并获得本届“登高王”称号，他
还成为广州塔登高公开赛有史以
来的第一个“三冠王”。 樊凤娟以
18分01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冠
军。 赛事由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与
广州塔联袂打造， 由中国光大银
行广州分行总冠名。 （魏超然）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12月拉开战幕

主题观光巴士在穗首秀启航

简讯

两度落后，梅西救驾
阿根廷补时逼平乌拉圭国际足球·今晨

瑞士丹麦出线 意西分获大胜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
道： 第四届全国智力运动会昨日
在浙江省衢州市落幕， 实力雄厚
的上海代表团以 12 枚金牌的总
成绩， 连续第四次排名全智会金
牌榜第一， 同时以 12 金 9 银 6
铜力压东道主浙江队和山东队，
位列本届智运会奖牌榜第一。

昨日在桥牌比赛最后进行的
男子双人和女子双人决赛中， 经
过 84 副牌的激战， 广东名手陈
纪恩 / 刘松获得男子双人季军，
为广东队再添一枚铜牌； 另一对
广东选手廖正江 / 袁雪芳获得女
子双人第六名。 中建体协队的石
淼 / 姜彤、 天津队的单星星 / 王
健分别夺得男子双人和女子双人
冠军。

围棋比赛， 在全民团体赛最
后一轮的较量中， 广东队以 3 比
4 负于浙江队 ， 最终获得第八
名， 实力强劲的上海队获得冠
军。 由连笑、 丁浩、 童梦成、 谢
科组成的浙江队， 在专业男子团
体赛末轮以 3 比 1 战胜时越领衔
的上海队， 以总分 14 分夺得分
量最重的一枚金牌， 四川队、 山
东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象棋比赛昨日产生最后两
块金牌 。 东道主浙江队在引人
关注的专业男子团体赛中所向
披靡 ， 提前一轮锁定桂冠 。 昨
日收官战 ， 浙江队与上海队弈
和， 以不失一局的佳绩为浙江
军团收获象棋项目的第四块金
牌 ， 上海队 、 四川队分获银牌
和铜牌 。 业余男子公开赛 ， 四
川棋手赵攀伟凭借对手分略高
的优势力压吉林棋手王廓夺得
冠军， 王廓屈居亚军， 广东选
手朱少钧获得第七名。

国际象棋比赛， 由谭中怡、
雷挺婕、 黄茜组成的重庆队在决
赛中战胜由世界棋后居文君领衔
的上海队， 夺得专业女子团体快
棋赛金牌； 而在率先结束的专业
男子团体快棋赛中， 上海队凭借
“突然死亡” 快棋赛的胜利， 惊
险击败江苏队夺得冠军， 并实现
智运会男团三连冠。

至此本届全国智运会圆满结
束， 下一届比赛将于四年后在安
徽省合肥市举行。

上海团金牌榜四连冠
全国智运会鸣金

两队提前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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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赛及第七届广东
省女子五人足球甲级 （粤女五甲）
联赛的第六个比赛日日前在广州
黄埔傲胜五星足球公园战罢，男子
B组晋级八强的球队已产生两支，
他们是深圳碧波和庆翔·亚美。

男子B组的8场比赛结果如
下：广州典实以4比4战平庆翔·亚
美， 深圳碧波以5比1大胜广州拓
达体育， 化州联欢乐以0比7惨败
于广州好球， 禺健体育会以3比1
击败珠海星力锐动，广州典实以7
比1狂扫广州拓达，庆翔·亚美以3
比1力克广州好球， 深圳碧波以7
比1狂胜珠海星力锐动，化州联欢
乐以1比10惨败于禺健体育会。

11月24日， 粤甲和粤女五甲
的第七个比赛日的比赛仍将在原
地续战。

粤甲和粤女五甲第六
个比赛日收兵

欧预赛·今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报
道：广汽传祺·2019 （第二届 ）环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
肇庆德庆站日前正式打响， 来自
全国各地的近千名职业骑手及自
行车爱好者们尽情骑行， 用速度
和激情展示青春活力、 演绎精彩
人生，在龙母故乡骑出健康之旅。

本次赛事共设 4 个组别，分
别是公路男子精英组、 公路青年
公开组、 公路壮年公开组以及挑
战（骑游）组。

竞赛组的比赛依旧以绕圈赛
的形式展开， 赛道设置在德庆大
道，单圈 3.2 公里，线路经过德庆
标志性建筑龙母大街牌坊。 经过
激烈角逐， 各组别冠亚季军各归
其主。 美利达·诺飞客中国车队
再次包揽精英组前三，冠 、亚 、

季军分别由卢绍
轩 、巫帛宏 、熊凯
文夺得 。 公路青
年组冠军依旧花
落 boodun 博 顿
车 队 的 马 泽 全 ，
RinPo-BREAK-
WAY 车 队 的 陈
俊铨和深圳吉美博车队的魏国
平分获亚军与季军。 公路壮年
组，快客 （深圳 ）车队 T 占据冠、
亚军两个宝座 ， 分别由王海峰
与简志航夺得 ， 季军之位花落
张福生。

骑游活动的线路是德庆经典
的乡村旅游线路， 从德庆县崇德
广场（主会场 ）出发，途经官圩镇
金林水乡、德庆助农中心、邮储银
行， 最后回到崇德广场， 全长 50

公里。 骑手们自由穿行在德庆省
级新农村示范片， 领略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的魅力。

本届赛事由广东省体育局指
导，广东省体育产业协会、广东省
自行车运动协会、 肇庆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 德庆县人民政府
主办， 广州搏浪体育项目策划有
限公司运营。 赛事由广汽传祺总
冠名， 邮储银行广东省分行战略
合作。

自行车赛现场

环大湾区自行车赛肇庆德庆站开赛

骑游领略乡村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