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坦白承认击落一架乌克兰

民航客机之后， 事件在伊朗和西方都
引起不小的反应。 双方都利用这件事
为下一步政策布局： 伊朗希望塑造自
己勇于承担责任的形象， 更想借此营
造气氛，改善外交环境；而特朗普政府
则想利用此事进一步打击伊朗政府。

从事件过程看 ，虽然伊朗政府一
开始也矢口否认，并且“抵赖 ”了两三
天 ， 但在 11 日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高
官公开承认是他们的导弹误伤客机

后， 伊朗官方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 。
不仅总统和外长都在第一时间通过

社交媒体承认误击 ， 表达哀悼和致
歉， 该国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
哈梅内伊当天也向遇难者家属表达

“深切同情”， 敦促追究事件的责任 、
查找不足。

据 《伊朗日报 》12 日报道 ，当天
伊朗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在
国会解释事件时 ，痛心疾首 ，甚至表
示自己宁愿在那个航班上 ，成为遇难
者之一，也不愿成为这起事件的目击
者 ， 并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尴尬的时
刻。

《伊朗时报 》的一篇评论认为 ，从
历史上看 ，在战争时期误击民航客机
事件不算鲜见，甚至“不可避免 ”。 比
如 ， 苏联在 1983 年曾击落韩国民航
客机 ， 美国在 1988 年曾击落伊朗民

航客机，2014 年 7 月一架马来西亚航
空的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导弹击落 。
但所有此类事件中 ，只有伊朗政府不
仅承认事实 ，而且表达歉意 （美国击
落伊朗客机后 ，进行了赔偿 ，但拒绝
道歉 ）。 因此作者认为这件事说明伊
朗是个负责任的国家。

当然 ， 伊朗在承担责任的同时 ，
也不忘让美国分担责任。伊朗总统鲁
哈尼和其他官员都表示 ，美国在 1 月
3 日刺杀伊朗革命卫队高官苏莱曼
尼 ，导致局势紧张 ，是这次误击客机
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追根求源，美
国也应为这起悲剧承担责任。

这起悲剧发生 ，也似乎提醒人们
战争的残酷和不可预料性 ，因此一些
国家也借此加强调解 ，比如巴基斯坦
就准备在美伊之间斡旋 ，伊朗也表示
加强和邻国的和平相处是该国政府

的“既定原则”。
不过伊朗政府承认误击， 也引起

伊朗部分民众的不满， 很多人认为在
当时的情况下， 伊朗有关方面根本就
不应该让民航在敏感地区附近起飞 ，
因此这实际上是一起管理问题导致的

灾难，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11 日开始，
在德黑兰等部分城市出现反政府示

威。 一些人要求立即查明真相，还有少
数激进者提出让哈梅内伊下台。

西方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分析是 ：
伊朗政府是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 ，不
得不承认 。 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的一篇评论称 ，在网络时代 ，很多信
息 ，包括坠机过程和现场情况 ，都可
以在网上看到 。 伊朗政府意识到 “无
处可藏”之后，才不得不承认的。

西方媒体更重视的 ，是伊朗政府
认账后国内出现的反政府示威。路透
社 、美联社和西方主要媒体 ，基本都
在显著位置报道示威的内容 ，有些分
析甚至说 ， 这件事 “可能是个转折
点 ”， 将对伊朗政府的合法性产生冲
击 。 特朗普也发推特表示和示威者
“站在一起”。英国驻伊朗大使也因为
涉嫌 “煽动民众 ”而被伊朗警察短暂
拘捕 （该大使否认参与示威 ，声称只
是参加纪念空难中遇难的英国公民

的活动）。
显然 ，围绕着误击客机 、伊朗认

账 ，伊朗美国也展开一场舆论战和心
理战 ， 双方都希望利用这一事件 ，为
自己加分 ，在下一步外交行动中占据
一点优势。

伊朗认账之后“暗战”潮涌外媒
观察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驻伊拉克美军士兵 13 日清理先前遭伊朗导弹袭击
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地面留下多个大坑，多辆军用拖
车损毁，数辆铲车把爆炸残骸装到卡车上。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的国际联盟发言人迈尔
斯·卡金斯说， 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超过 10 枚导弹袭
击，多处设施遭破坏。 得益于预警系统，士兵们在导弹来
袭前撤出。尽管没有士兵死亡，一些人因为爆炸遭遇脑震
荡，正在接受治疗。

伊拉克官员披露， 美国政府以冻结伊拉克中央银行
在美金融账户相要挟，施压伊方保留驻伊美军。

《华尔街日报》11 日报道，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阿迪
勒·阿卜杜勒—迈赫迪将驻伊美军撤离视作伊拉克避免
更严重冲突的唯一解决方案。 美方在回应中坚持留在伊
拉克，暗示撤军将影响美伊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
面的伙伴关系。

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官员说， 美方还向伊拉克
总理办公室传递消息，称如果伊拉克坚持推动美军撤
离， 其央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号可能被切断。
阿卜杜勒—迈赫迪的助手说，“如果这么做， 美国将永远
失去伊拉克”

与不少国家一样， 伊拉克央行在纽约联储开设账
户，以存储原油出口等外汇收入，必要时以美元支撑本
国货币汇率。 根据伊拉克官方数据，截至 2018 年，伊拉
克央行在纽约联储的账户资金近 30 亿美元。

（新华社）

驻伊美军清理遇袭阿萨德空军基地

美拒绝撤军威胁冻结伊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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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驻伊朗大使萨阿德·贾瓦
德·甘迪勒 13 日接受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采访， 证实伊拉克正与俄罗斯
商谈从俄方购买 S-300 型防空导弹
系统，使伊拉克武器进口市场“多元
化”。

甘迪勒同时确认，伊拉克和伊朗
正设法不以美元结算继续双边贸易。

采购俄制武器
甘迪勒说，伊拉克和俄罗斯正在

就采购 S-300 对话，“伊拉克可能购
买这一系统”。

伊拉克议会安全和防务委员会
主席穆罕默德·里达 9 日向卫星通讯
社确认，伊俄已重新启动购买 S-300
的对话。

伊拉克此时有意购买俄制武器，
与它寻求避免成为美国和伊朗争端
的“战场”有关。

里达说，鉴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团体“人民动员组织”在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以及其他省份的目标近期遭
空袭，采购 S-300 的需求应运而生。

“人民动员组织”与伊朗关系密
切。

伊朗 8 日向驻伊拉克美军基地
发射导弹，报复美军空袭炸死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
卡西姆·苏莱曼尼。 关于伊朗报复举
措，甘迪勒说，伊拉克方面认可伊朗
有权报复美军袭杀苏莱曼尼，但“我
们不愿意让这种回应行动发生在伊
拉克领土上”。

美国长期以来是伊拉克政府军
售大户，先前为伊拉克提供巨额军购
贷款。 甘迪勒说，购买 S-300 是为让
伊拉克的武器进口市场“多元化”。

伊拉克国民议会 5 日通过决议，
责成政府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克驻
扎。 美国迄今拒绝撤军。

两伊贸易“去美元”
甘迪勒 13 日说， 伊拉克和伊朗

政府正在商讨如何以不使用美元
的方式继续双边贸易。 伊拉克认为
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制裁不符合国
际法。

“两伊正在进行的对话涉及不使
用美元继续贸易合作， （双边贸易今
后 ）要么使用本国货币，要么经由货
币兑换市场。 ”他说，这样一来，两伊
贸易关系“不会受美方制裁伊朗影
响”。

甘迪勒说，两伊现有年贸易额大
约 120 亿美元，两国领导人同意力争
将双边年贸易额提升至 200 亿美元。

美国 2018 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恢复并追加对伊朗制裁。 美
国财政部本月 10 日宣布制裁伊朗 8
名高官和矿业企业等，以回应驻伊拉
克美军基地遇袭，进一步减少伊朗资
金来源。

甘迪勒说：“伊拉克不会成为美
国制裁伊朗体系的一部分，不承认美
方制裁的合法性。 ”

杜鹃（新华社特稿）

伊朗政府 13 日否认就乌克兰航空公司客机在首都
德黑兰坠毁一事“掩盖真相”。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
这架客机坠毁三天后承认“人为错误”，为误击承担全
部责任。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的话
报道：“在那些悲伤的日子， 一些批评直指相关官员和政
府……一些官员甚至受到撒谎和掩盖（真相 ）的指认，但
坦白讲，情况不是那样。 ”

乌航一架波音 737-800 型客机 8 日早晨从德黑兰
霍梅尼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176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
部遇难。 伊朗政府 11 日确认，伊朗军方由于“人为错误”
发射导弹，击落这架客机。

拉比埃认定，伊朗政府官员直至 10 日才得知伊斯兰
革命卫队误击客机。 他说，“关键是我们没撒谎”，政府官
员 11 日以前提供的所有细节都依据当时掌握的信息。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承诺“彻底调查”乌航客机遭
误击事件。 伊朗方面已经邀请来自加拿大、法国、乌克兰
和美国的专家参与调查。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
萨拉米 12 日否认人为损坏坠机现场证据。

萨拉米说，“我们没有动任何东西”，“没有移动客机
残骸，没有改变现场，没有移动防空系统，没有篡改雷达
数据”。

乌航客机遭误击触发德黑兰多地示威。 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随后借社交媒体“推特”“声援” 伊朗示威
者。

拉比埃 13 日回应特朗普的“推文”，说伊朗人民会记
得特朗普是杀死苏莱曼尼的凶手， 也是致使一些伊朗人
面临经济挑战的根源。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范敏玲、何银波、梅花报
道：1月13日上午， 广州黄埔区
第二批新成立的5个区级教育
集团揭牌。 这次揭牌成立的教
育集团和传统的中小学义务教
育类型集团相比， 构成有所突
破。 至此，黄埔区共有10个教育
集团，优质教育资源已覆盖黄埔
“三区三中心”。

1月13日揭牌成立的教育
集团是： 黄埔职业教育集团、广
州科学城教育集团、广州开发区
中学教育集团、黄埔长洲教育集

团、广州知识城教育集团。
相比其他4个教育集团，黄

埔职业教育集团最为特别。该教
育集团以黄埔职业技术学校为
核心，成员单位包括广东岭南职
业技术学院、广州产教融合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高新兴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知识城教育集团备受
关注。 该集团核心成员单位为
待批复成立的广州知识城中
学， 其他成员单位为当地的九
佛中学、九佛第二中学、九龙第
一小学。

伊拉克接连
出招欲摆脱美国
的束缚

陈陈春春鸣鸣画画

黄埔再有5个教育集团揭牌

知识城中学即将诞生

西宁市政府新闻办和西宁
市应急管理局今日凌晨 3 时 15
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13 日
傍晚发生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大
街的路面坍塌事故搜救工作仍
在进行中。 失联人员由 2 人上
升至 10 人， 受伤人员由 13 人
上升至 15 人。

另据报道，截至今日上午 9
时 30 分，陆续找到 6 具遇难者
遗体，身份信息正在核对。

13 日 17 时 36 分许， 青海
西宁一辆公交车进站过程中马

路突然塌陷，当时一名小男孩站
出，先把塌陷区附近幼儿放到安
全地方， 随后又跑去地陷旁救
人，没想到和其他几名救人的市
民一同掉进坑中。 有网友表示，
救人的小男孩已被救出。

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左西胜介绍，事故发生后，13 名
伤者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另有
两名伤者因回家后感觉不适，在
家属陪同下自行前往医院做身
体检查。 目前，所有伤者情况稳
定。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西宁路面塌陷事故10人失联
15 人受伤，救人小男孩已被救出

从俄方购买防空导弹系统
与伊朗贸易避免美元结算

伊朗称 11 日前提供细节均据当时所掌握信息

否认就误击客机“掩盖真相”

广州花园酒店作为中国对
外开放的标志之一， 是第 16 届
亚洲运动会总部饭店，中国创建
白金五星级饭店首批三家酒店
中唯一的本土品牌，开业以来接
待过无数的国际政要名流。 本
周，花园酒店党委与华乐街天胜
村社区党总支开展“幸福社区”
活动，让顶尖餐饮业走入广州本
地生活。

活动当天，花园酒店邀请社
区居民和辖内部分餐厅的名厨
进行了一场厨艺大比拼，一批在
职党员、志愿者、居民、环卫工
人、工疗站学员和独居老人获邀
成为嘉宾。 获得广东省三八红旗
手荣誉称号， 广东省技术能手、
《技行天下》———广东省2012职
业技能电视大赛“双料”冠军等
荣誉的花园酒店西饼房副主厨
何秀文现场制作展示“广州阳
光”主题甜品，该甜品以广州为

主题，讲述广州故事。 花园酒店
高级中式烹调师更是将制作的
金奖名菜花园酒店桃园馆“金蒜
一口牛”送给城市美容师环卫工
人、独居老人等品尝。

在品尝美食之余， 花园酒店
党员和社区党员还抓住机会，在
现场向广大社区群众仔细讲解
纸巾、筒骨、电池等容易混淆的
垃圾分类工作。

据悉， 本次花园酒店企业党
建融入社区活动， 是继去年12月
31日花园酒店“党建带团建”麓湖
慢跑及参观华乐街垃圾分类宣教
馆的延续。 花园酒店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一系列进社区党建活动，
均为响应广州“高质量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的行动。 而
通过本次活动， 与华乐街天胜村
社区增进了邻里关系， 共同为打
造“幸福社区”出力。 （杨广）

弘扬工匠精神
深化垃圾分类
共建美丽社区

花园酒店党建走进华乐街天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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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44110468 站点可谓是中
山的一处中奖福地，该站点曾于 2017
年 2 月中出过“南粤风采”36 选 7 第
2017036 期的 500 万元头奖， 当时的
庆功照片仍张贴在宣传栏上。

在这次庆功仪式上， 站点业主喜
笑颜开， 为前来购彩的市民送上彩票
红包， 还说：“距离上一次站点出大奖
差不多有 3 年时间， 都算是‘三年抱
俩’啦。 ”

一晃眼，元旦到了，男孩来买彩票时，
吴老师问男孩 ：“元旦放假准备去哪玩
呀？”男孩说：“哪也不去呢，就待在家里。 ”
男孩回到出租屋后， 望着桌上的全家福，
眼角湿润，他想家，想母亲包的饺子。

“砰砰”，有人敲门。 男孩打开门一看，
惊讶地问：“吴老师，怎么是您？ ”吴老师说：
“家里包了饺子，走，跟我回去吃饺子。 ”

“小江，快进屋，饺子马上熟。 ”吴师母
看男孩站在门口，慈爱地说。 男孩望着餐
厅桌上腾起的热气，一股暖流充满全身。

吴师母将第一碗饺子盛好笑吟吟递给
男孩说：“你尝尝，看合口味不？ ”吴老师说：

“我们家平时都吃米饭，很少包饺子，好不
好吃都是你师母的心意呢，你多吃点。 ”男
孩没想到吴师母是特意为他包饺子。

吴师母将一碗菜移到他面前，说：“这
是我照着菜谱做的猪肉炖粉条，感觉味道
还不错呢。 ”男孩心里一热，眼泪在眼眶打
转， 他站起来， 端起吴老师给他倒的酒，
说：“谢谢吴老师和吴师母，祝你们新年快
乐、万事如意！ ”

“真是老天有眼，让我碰到了您这样
的好心人。 也祝您新年快乐、平安幸福！ ”
男孩猛地喝下一大口酒，感激的泪水夺眶
而出。 （熊燕）

大号热出
偶数强势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 选 7：12、14、20、23、27、

30、34。
双色球：14、19、22、26、28、30

后区：02、05、08。
福彩 3D：01、04、09。

（安颖）

中山彩民 元复式票
收获 万元双色球大奖

去年 12 月 29 日晚上，双
色球第 2019150 期开奖， 开奖
号 码 为 红 球 ：02、09、14、22、
27、29，蓝球：02。 当期，全国共
开出 9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为
757 万元。 检索数据统计得知，
广东省中出 6 注一等奖，其中 1
注花落中山。中山市头奖出自位
于东区兴文路雍逸庭 B 区 6-8
幢 11 卡的 44110468 福彩投注
站， 中奖彩票是一张 42 元的
“7+3”自选复式彩票，该彩票除
中出 1 注一等奖外， 还中得 2
注二等奖、6 注三等奖和 12 注
四等奖，总奖金为 795 万多元，
这是中山彩民今年中出的第 14
个 500 万元以上福彩大奖。

就在开奖第二天上午 11 时许，大
奖得主方先生便和妻子一同来到中山
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验票兑奖手
续。 据了解，方先生是中山本地人，今
年四十多岁， 接触彩票已经有十多年
了。 这次的中奖彩票是方先生长期守
的几注号码， 不过他平常主要在西区
的站点买彩票，恰好上周日经过东区，
就顺路在附近的站点照打了一张，没
想到竟收获了大奖。 对此， 方先生笑
称：“我这张彩票此前最多只中过几百
元， 可能想中大奖还是要多去几个站

点买一下，转转运气才行。 ”
谈及中奖后的感受， 方先生说：

“开奖当晚我就知道中了头奖， 立刻把
这个喜讯告诉了老婆，心情既激动又紧
张，晚上总是睡一会就起来看看彩票还
在不在，结果我俩整晚都没睡好。 ”

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奖金，方先
生和妻子都非常高兴， 表示可以开
开心心地过个肥年了，初步计划拿出
部分奖金在中山买一套房子，方便接
送小孩上学，还可以改善家人的生活
条件。

中奖福地三年抱俩

顺路买彩收获大奖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通讯员 黄英杰 插图：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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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 排列 5 第 20013期

兑奖时间：从今日至 2020年 3月 13日（过期无效）
12604557.5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三奖池。
391021139.2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五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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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 年 1 月 13日 ●●●●●●●●●●

“南粤风采”36选 7 第 2020013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

1

7

74

185

4049

2339279

23901

11949

37000

18500

40490

2339279

23901

1707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36选 7投注总金额：439792元
中奖基本号码：11 06 10 07 01 16 特别号码：27

好彩 36投注总金额：551206元

类别

好彩 2

好彩 3

投注额（元）

33242

517964

中奖注数

360

767

单注奖金（元）

46

33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 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 1 第 2020013期

投注总金额：436112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28330

4922

1272

1588

10054

416

197

180

46

15

5

5

27 虎 秋 西

3D 第 2020013期

中奖号码 4 4 7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1D
2D

通选 1
通选 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 15

995
863
0

143
21
2
9
0
1
0
0
45

本期投注总额：1836558元；本期中奖总额：1338989元
奖池资金余额：3544724元。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1034800
298598

0
1430
2184
940
189
0

173
0
0

675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超级大乐透 第 20006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74628114元

1474266993.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年 3月 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1

0

106

28

153

755

17251

23015

33743

754610

7471962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22 32 09 31 25 08 12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 注 奖 金
(元)

基本

追加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基本

追加

10000000

118123

94498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0000000

0

12521038

2645944

1530000

2265000

5175300

4603000

3374300

11319150

37359810

9079354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