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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议会批准谈判新希腊救助 
德国议会下院星期五以压倒多数

赞成同希腊谈判第三个救助计划的细
节。439人投赞成票，119人投反对
票，40人弃权。

作为希腊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国，
德国一直坚持要求希腊大幅度削减开支
和提高税率。

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星期四同意为
希腊提供一笔短期贷款，以满足其最紧
迫的债务需求，同时开始就一个三年
94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展开谈判。这将
是5年时间里为希腊制定的第三个救助
计划。

乌克兰总统称M17客机坠毁
是恐怖主义攻击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称去年马航
MH17航班坠毁事件是“残忍的恐怖主
义攻击”，他说，那次致命的导弹攻击
只有在俄罗斯的参与下才能发生。

波罗申科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出，乌
克兰对遇难者的“道德责任”是确保将
击落马航客机的人绳之以法。他说，“
凶手应当知道他们必将受到惩罚。”

星期五是马航客机坠毁一周年，悼
念298名遇难者的人聚集在乌克兰东部
坠机现场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竖起了
一个临时纪念碑，很多人赶去向遇难者
致意。星期五的纪念活动还将包括为地
方反叛政府出资修建的一个纪念碑揭
幕。

乌克兰指责亲俄武装击落了马航客
机，但莫斯科和反叛武装否认对此负有
责任，他们称马航客机坠毁是乌克兰部
队所为。

沙特发生汽车炸弹爆炸 
“伊斯兰国”宣称负责

沙特内政部称，当地时间16日晚，
该国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附近一检查站
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车上司机死
亡，2名安全官员受伤。“伊斯兰国”
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爆炸现场附近的“Ha"er”监狱关押着
许多伊斯兰囚犯。沙特内政部声明中
称，安全官员当时在利雅得“Ha"er”
路的一个检查站执勤，要求驾驶可疑车

辆的司机停车。该司机引爆炸弹后身
亡。
　　报道称司机出生于1997年，从未
出过沙特国境，他此前杀害了自己的叔
叔，后者是一名军官。“伊斯兰国”在
网上发表声明，宣称对该军官被杀以及
炸弹袭击事件负责，称之为“双重行
动”。
　　沙特媒体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称，
这名司机当天下午杀害其叔叔后，驾车
逃离。据报道，该司机试图绕过检查
站，而后当安全人员试图包围他时引爆
了炸弹。

美英缓解沙特和以色列
对伊核协议担忧 收效甚微
 伊朗与六国日前达成了历史性的伊

核问题协议，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沙特

和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对伊核协议感到担
忧。美英两国外长16日试图缓解沙特和
以色列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但似乎收
效甚微。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会见了沙
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沙特政府对六大国
与其区域对手伊朗达成的协议抱有警
惕。
　　朱拜尔在会谈后警告伊朗说，不要
用解除经济制裁后可能得到的资金进
行“区域内冒险行为”。他说，“如果
伊朗试图在区域内制造麻烦，我们一定
坚决对抗。”
　　在耶路撒冷，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私下会
谈。之前两人公开提出对伊朗核协议的
不同意见。
　　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原本希望伊
朗首先改变其所作所为，之后再取消联
合国和西方对其施加的经济制裁。他称
伊核协议没有解决德黑兰呼吁消灭以色
列的问题“令人费解”。

美军一预备役中心发生枪击
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一处海军征

兵中心有一名男子开枪，至少一人被击
中。

查塔努加市市长安迪·伯克说，有一
名官员中枪，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他的伤
势或者目前状况。伯克补充说，枪手也
已倒下。

据报道，星期四上午当地时间10点
左右，这名枪手向一个购物中心内的海
军征兵处开枪。

枪击发生后，附近的海军基地和一
些商店以及当地一所大学被戒严。当局
正在调查枪击事件。

专家：中国洗钱活动增多
     观察人士指出，在股市下跌，资金
外流的同时，要特别警惕洗钱活动。

近年来，中国洗钱数量不断增加，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5年国际毒品管制
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非法资金流动国家”，而且还拒绝和其
他国家合作来打击跨国洗钱活动。

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教授斯坦利·
路布曼说，中国非法资金的主要来源包
括以下几种。他说：“非法资金的来源
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腐败交易的收益，
还有偷税所得，第三是犯罪所得。”

据报道，中国的洗钱金额超过每
年1万亿元人民币，洗钱方法从投资移
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术品
和古董等。除了这些传统的非法转移资
金的手段之外，还有非法集资和贪污等
新手段。　　

 
无人机炸死索马里青年党高级头目

     肯尼亚官员星期四说，在索马里南
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炸死与基地组织有
关联的激进组织青年党的30名成员，其
中有几个高级头目。

有报道说，一驾美国无人机星期三
晚上袭击了盖多地区巴尔迪尔镇附近的
目标。美国军方尚未对有关报道发表评
论。

肯尼亚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被
炸死的青年党头目中有贾玛·戴尔和加巴
哈德。

 
(陈立英 整理）

万里与老布什的“网球外交”
        

　　作为改写了中美关系史的“乒乓外交”，多数国人都不陌生，但中美关系
史上的“网球外交”就鲜为人知了。2009年出版的《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介

绍了这段佳话。

　　“网球友谊”有渊源
　　1985年，万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球友和对手，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说起
来，万里和布什的“网球友谊”还是颇有渊源的。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早年曾任美国共和党主席，当时尼克松
总统身陷水门事件，老布什为其左抵右挡，立下汗马功劳，如果不是尼克松被迫
辞职的话，老布什当时就可能当上副总统。尼克松的继任者为了安抚老布什，拿
出驻法国大使和驻英国大使的美差让他选。令人意外的是，老布什选择到刚刚与
美国恢复交往的中国来。
　　1974年10月21日下午，时年50岁的老布什飞抵北京，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
主任，任期13个月。
　　说起来，布什家族个个都是运动高手，现任总统小布什喜欢骑自行车，上次
他来中国访问时，还专门到北京老山自行车训练基地一试身手。而老布什除了骑
自行车、打网球外，还喜欢打垒球和高尔夫球。他还特别中意跳伞，2007年11月
10日，为了庆贺他的总统纪念馆修缮后重新开放，83岁的老布什童心不泯，从万
米高空一跃而下，玩了一次花样跳伞。
　　这不算什么，因为这已是他第六次玩这种高难度的花样跳伞了。不服老的他
还希望在2009年，再次以跳伞的方式庆祝85岁生日。

　　一场“花甲之战”
　　老布什在北京期间，经常进行的锻炼活动，一是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
巷穿行。有人把老布什称为“骑自行车的大使”。二是打网球，他打球的地点，
就是北京国际俱乐部网球馆，这个网球馆，正是万里在负责使馆区建设时，为了
驻华使节活动方便，力排众议建设的一个标准网球馆。
　　在这个网球馆里，万里的“网球外交”打得有声有色，他和一些驻华使节经
常交手，也交了许多朋友，老布什就是其中之一。两人对彼此的球技非常了解，
双方的友谊也在不断加深。
　　在下榻的国际饭店，老布什向万里发出了邀请，他们要进行一次“中美网球
双打对抗赛”。
　　再次交手，老布什已是美国的副总统了。万里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
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万里69岁，老布什61岁，按中国人的传统，
两人都已年过花甲，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花甲之战”。

　　中美各胜一局
　　比赛开始后，万里一方落了下风，很快输了一场。原来与老布什搭档的是美
国大使馆的一位左撇子运动员。两位身材高大的美国人，倚仗着身高力大，居高
临下，连施硬手。强力的击球让万里他们频频失误，连连丢分。打到4�1时，美
国人也没有谦让的意思。很快万里他们以4�6落败。
　　看美国人玩真的，中方这边的工作人员急了：“咱们首长还没有这样败过
呢！”他们连忙调兵遣将，把北京队的教练员谢昭找来救急。
　　谢昭上来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他身材高大，底线好，防守稳固。万里越打
越从容，他可以放心在网前抽杀，常常打出又低又转的砍杀球，而且总是把球打
给相对较弱的老布什。最后，万里他们以8�6赢下了第二盘。
　　谢昭说：“布什打得很好，动作正规，看起来是受过专门训练的。”
　　如是，中美双方各胜一局，双方拍照留念，握手言和。
　　后来，老布什每次来华，总要想法约万里战上几个回合。网球成为他们之间
共同的语言。

  （摘自 《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

伊朗核协议 一纸激起千层浪

经过两年多的谈判，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六大国
星期二终于与伊朗达成了限制其核能力以换取逐步
解除对它实施的国际制裁的历史性协议。美国总统
奥巴马说，这个协议所带来的改变使得美国以及全
世界都更为安全。不过，批评人士则认为，这个协
议非常危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把这个协
议称为历史性的错误。这个协议对于伊朗、美国和
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

曹长青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沈丁立先生。

曹长青认为，这个伊朗协议的确是历史性的，
但是这个历史性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是有
损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中东地区
稳定的。他说，我们可以从伊朗
总统的一句话看出这个协议是什
么性质。伊朗总统说，通过这个
协议，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
切：第一，美国承认了伊朗的
核国家地位；第二，伊朗可以利
用时间、空间和金钱来秘密的发
展军用核武器。曹长青指出，美
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以前就撰文
说过，伊朗从民用核项目转换到
军事用途只有一桥之隔。第三，
通过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
朗可以得到在海外被冻结的高达
1500亿的资产，这使得德黑兰有
更多的资金发展核武器以及支持
恐怖主义组织。他认为，奥巴马

政府签署这个协议等于使美国政府变相成为全球恐
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提供者。

不过，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对此持完全相反
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协议是一个外交上的胜利。
他不赞同伊朗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的说法。他列
举了伊朗在谈判中所作出的让步。他说，尽管美国
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但是大部分要求获得了
满足。他认为，在美国的国力与影响力都在下降的
今天，这个协议是可能获得的最好结果，而且基本
上堵住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各种途径。

沈丁立教授还谈到了中国在伊朗核协议谈判过
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该协议对中国带来的好处。

 
在嘉宾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列举了长达150

页的伊朗核协议的内容概要，并采访了在伊朗出生
的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执行编辑曼扎普尔，分析伊
朗人如何看待这个协议、该协议对伊朗意味着什么
以及为什么伊朗与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个时候达成协
议等问题。

曼扎普尔说，对于大部分伊朗人来说，这是梦
想成真。而对于伊朗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这个协议
对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伊朗重新回到国际
舞台，使伊朗走出布什总统所称的“邪恶轴心”，
它使得伊朗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既作为一个
贸易伙伴，也作为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为中东创造一
个更加安全环境的安全伙伴。所以，毫无疑问，对
于伊朗这个国家来说，这个协议是自从伊朗与伊拉
克战争以来最重大的事件。

（来源 万维网）

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伊朗核协议有历史意义，而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此协议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性

错误。

     伊朗核争议持续13年后终于达成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