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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工作访问的乌
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
同意，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赞赏穆塞韦尼作为非洲资深
政治家为推动中乌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
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当前，中乌
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政治互信
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作。中方愿同乌方
一道努力，以共建“一带一路”和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两国
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乌要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中方坚定支持乌方探索有乌干达
特色的发展道路，愿同乌方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就北京峰会“八大行动”深入对

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能源、农业、
疫情防控、人力资源、工业园区、旅游等领
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参
与对乌投资， 推动论坛峰会成果更快、更
好在乌干达落地。中方赞赏乌方在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支持乌方
维护本国安全的努力。中乌要共同旗帜鲜
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致力

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穆塞韦尼表示，中国和非洲是长期友好

的朋友。 在非洲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中，中
国给予了宝贵帮助。乌干达钦佩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共
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乌方希望以建立乌中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深化双方在广泛
领域的合作。单边主义非常危险，乌中要加
强在联合国等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习近平同乌干达总统举行会谈 土耳其、荷兰、孟加拉国
三国领导人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5日宣
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埃尔多安将于7月2日访华。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5日宣
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荷兰王国首相马克·吕特
将于6月27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5日宣布：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谢赫·哈
西娜将于7月3日至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前，哈西娜
总理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联邦快递就出口管制
规定起诉美国商务部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 美国联邦快递公
司24日就出口管制规定对美国商务部提起诉讼，
认为美国政府不应指望该公司实施出口管制规
定， 要求该公司为承运的货物承担责任不合理。

联邦快递当天发表声明说， 已在美国哥伦
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寻求阻止美
国商务部要求该公司实施出口管制规定。 声明
说， 出口管制规定违背了公共承运人在美国宪
法第五修正案下所享有的“正当程序” 权利。

声明说， 美国政府要求联邦快递检查其每天
承运的数以百万计包裹中的物品是否符合出口管
制规定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给公司造成很大负担，

“联邦快递是一家运输公司， 而不是执法机构”。

新华社记者 刘品然 刘晨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签署行政令，
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领导下的
机构实施制裁。 美财政部当天还宣布制
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名高级指挥官。

分析人士认为，此轮制裁是美国
对伊“极限施压”的升级，但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有些黔驴技穷，很难
迫使伊朗屈服，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地
区紧张局势。

“极限施压”升级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行政令
时表示， 此次制裁是对伊朗击落美
国无人机等近期一系列行为的回应，
将切断哈梅内伊、 最高领袖办公室
及相关人员的重要财政来源。

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当天在记者会
上除宣布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名
高级指挥官外， 还表示特朗普已要求
他本周晚些时候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

美方此轮制裁和威胁被认为是
特朗普政府对伊“极限施压” 的延
续和升级， 目的是迫使伊朗就核问
题与美国重新谈判。 美国政府对此
也直言不讳。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
声明说， 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
经济极限施压将会持续， 直到伊朗
决定就一个新的全面协议展开谈判。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
伯特·艾因霍恩认为， 美国政府并没
有当下就与伊朗谈判的兴趣， 而是试
图利用更持久的制裁使伊朗绝望从而

被迫进行谈判， 并在谈判中单方面做
出让步。

伊朗拒绝屈服

针对美国的最新制裁， 伊朗方面
给出了强硬回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穆萨维24日表示， 伊朗并不在乎美国
的新制裁， 所谓的新制裁不过是宣传
工具。 对伊朗最高领袖和外交负责人
实施“徒劳的” 制裁意味着与美国外
交路径的“永久关闭”。

伊朗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穆罕
默德·贾赫鲁米当天也表示， 美国近
期对伊朗发动了网络攻击， “但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过一次”。

分析人士指出， 伊朗在40年前
的伊斯兰革命时期就已开始同美国
的制裁和孤立周旋， 并且在上世纪
80年代两伊战争中经历了艰难时刻，
深谙如何在制裁中维持国家和社会
的运转。 尽管去年以来美国不断升
级的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严重影
响， 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朗
会屈服于美国的“极限施压”。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
任阿里·瓦埃兹说， 对伊朗而言， 最
不能接受的不是制裁本身， 而是屈
服于美国的制裁。 伊朗认为必须要
向美国证明， 想凭借“极限施压”
迫使伊朗屈服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曾参与伊核协议谈判的美国前
副国务卿温迪·舍曼表示， 除非美国
对伊朗做出一定让步， 否则伊朗绝
不会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走向谈判桌。

紧张局势加剧

分析人士指出，相比于军事打击，经
济制裁成本低、风险小，而且一旦成功，
效果或许不亚于军事打击。 不过直接制
裁他国最高领导人的做法相当罕见。此
举作为“极限施压” 的手段极具象征意
义，但实际意义却不大，说明美国在对伊
经济制裁方面可用的措施已经不多。

尽管白宫在当天发布的制裁声明
中提出多重目标，包括伊朗放弃核计划、
改变“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带着善意”
回到谈判桌前等，但专家指出，新制裁难
以达成这些目标，只会加剧双方对峙，使
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化。国际危机研
究组织主席罗伯特·马利认为， 新制裁

“不合逻辑、适得其反、毫无是处”。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

全项目主任伊兰·戈登堡近日在《外交
事务》杂志网站上撰文警告说，尽管美
伊双方主观上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
一个微小火花经过双方误判以及冲突
升级的逻辑，仍然可能升级为战争。

分析人士指出，自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20日击落一架美军RQ-4无人机
后，美伊紧张局势陡然升级。美方此番直
接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制裁很可能招
致伊朗再次“反击”，而特朗普下一次能
否控制身边“好战”的属下仍是未知数。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伊朗问题专
家芭芭拉·斯莱文表示， 过去几周的
一连串事态表明，现在是时候展开外
交对话，以走出目前的混乱局面。

（新华社华盛顿6月24日电）

美国对伊朗新制裁有些黔驴技穷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管震）今天，长沙简牍博物馆最新合
作成果新闻发布会举行。 发布会上， 举行了
“故宫研究院长沙简牍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介绍， 故宫博
物院与长沙出土文献文物学术渊源深厚。
故宫研究院是故宫博物院设立的学术研究
与交流的非建制机构。 湖南是我国唯一一
个出土简牍贯穿整个简牍历史时代的省
份， 长沙出土简牍数量占全国出土简牍总
数近一半， 这为双方的合作建立了良好的
基础。今后，研究中心将致力于走马楼吴简

竹木牍卷的整理出版，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
两汉三国简牍的综合研究， 以及走马楼吴
简的红外扫描版再整理， 并与长沙简牍博
物馆在人才培养、 展览陈列方面开展密切
合作。

长沙简牍博物馆发布了新书《长沙
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 该书从该馆馆藏
的数万枚走马楼孙吴简牍中精选了164
种， 其中不少是首次公开披露的珍贵简
牍。 其中一枚《监长沙邸阁右郎中张儁移
私学弟子区小文书木牍》最为重要。 据专
家介绍，这枚木牍书写水平较高，其中提

到的“长沙邸阁”“私学弟子”“能书画”等
信息值得重视。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书法
上承东汉，下启晋宋齐梁，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色。 在东吴时期墨迹书法存世作品
中数量最多，代表了最高水平，为魏晋书
法史、 特别是钟繇和王羲之书法渊源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保管部副主任金
平透露， 最近， 该馆用红外线扫描技术新
“读” 出了约5000片走马楼吴简。 记者看
到，它们用肉眼观察仅有笔迹墨痕，但在红
外线扫描技术下，呈现出清晰的字迹。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卢玉新 段红波）6月25日，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在长沙举行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启动式。 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
为：“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

近年来，我省卫生健康部门高度重视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和标准管理工作。 目前，我省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覆盖所有县级区域，食源性疾病监测
报告医院达2200余家，食品监测涵盖农田到餐桌
各个环节。 省疾控中心主任李俊华称，根据2018
年全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我省食品安全总
体态势较好。 相比2017年，茶叶中三氯杀螨醇样
品超标率、蜂蜜中甲硝唑、氯霉素样品检出率明

显下降，全省野生蘑菇中毒事件数降幅14%、发病
人数降幅13%、死亡人数降幅67%。

据了解， 我省食品安全隐患仍然存在，以
下方面相关部门需高度重视：我省野生毒蘑菇
中毒事件高发， 食源性疾病患病人群中农民、
散居儿童、 托幼儿童和学生群体占比较高；油
条中铝超标情况普遍、农产品中存在不同程度
检出农兽药的情况、畜禽产品仍发现有使用违
禁药物；餐饮食品食源性致病菌污染和卫生指
示菌超标、 水产品食源性致病菌污染水平较
高；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的镉、婴幼儿配方
食品中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谷物及制品中
的真菌毒素需重点关注。

杨玲 蒋琴姗 王德和 易禹琳

6月25日，一声声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读
报声飘荡在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的广场、教
室、会议室里，这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走进
该院吸引学生参赛的场景。

在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校园内，朗读现
场气氛热烈。 有班级齐声朗读，有互相吟咏唱
和，也有独自录播务求完美。 尽管同学们的普
通话水平、声音条件各不同，但大家展现出了
高昂的参与热情。 据悉，该校共有200余名学生
参赛，大家读国家大事、读经济建设、读科教文
卫、读湖南发展……这场别开生面的朗读秀很
快感染了众多的师生。 一位播音主持专业毕业
的老师当场报名要一展风采。 该院应用英语专

业1801班的潘凯婷说：“我平时就很爱朗读，我
觉得大声读出来，能让人更加自信。 这次读党
报活动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展示的平台，也让我
们借此机会了解更多的时事和信息，有了更开
阔的视野。 ”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十分注重培养学
生的手脑并用能力，还特别针对五年制学生开
展了每日晨读活动，旨在用朗读的形式提高学
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该院党委书记李海涛
说，在电子信息纷繁复杂的今天，培养学生良
好的读报习惯， 不仅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时
事、关注社会、拓展知识面，而且静下来慢读、
深读，在“浸入式”的享受中，能够锻炼大脑、活
跃思维，让阅读更有质量，自己的涵养变得更
加深厚。

全国首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读书地铁专列上线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易禹琳）今
天上午，从罐子岭出发的长沙地铁4号线专
列满载书香，驶向岳麓山脚的大学城。由中
南传媒与长沙轨道联合主办的全国首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地铁
专列正式上线。

长沙地铁4号线是长沙目前唯一开
进国家级大学科技城的地铁， 沿途经过
汉王陵公园、岳麓书院等特色文化站点。

记者踏进这趟专列， 发现整个车厢是宁
静的天蓝色，适合阅读。 车门上告诉你这
是“书香地铁，城市的阅读通电站”。 举目
则随处可见“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
高尚的人交流”等名人名言，车窗上是优
秀图书的精短介绍，座位旁则摆放着《共
产党员的力量》《红船映初心》《红星照耀
中国》《我们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等图书，供乘客随时翻

阅。 在湖南大学站，记者还看到了年轻人
正挤在屏幕前闯关答题，回答与“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有关的问
题，答对者可获得图书奖励。 站内摆了两
台有400多本新书的图书售卖机，乘客可
扫码购买。

据悉，这是全国首趟“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学习专列，专列上共放置了200
余本与此主题教育学习有关的图书。 以后每
月都将推出不同的主题，换发新书。全年还将
举办包括图书漂流、微信读书、旧书换新、闯
关答题等多种活动。读书地铁专列将在4号线
上长期固定运行， 为长沙再添一道亮丽独特
的阅读文化风景线。

用青春之声诵响主旋律
———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走进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故宫研究院
长沙简牍研究中心揭牌

我省食品安全总体态势较好
部分安全隐患须重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
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指示，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双方
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外交部发言人谈章莹颖案：

将凶手绳之以法
使正义得到伸张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25日表示，中方注意到章莹颖案最新的庭
审情况， 要求美国的司法部门依法公正审理此
案，将凶手绳之以法，使正义得到伸张。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章莹颖案的进展，也注
意到最新的庭审情况。”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 中方要求美国的司法部门依法公正审理此
案，将凶手绳之以法，使正义得到伸张。同时，中
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将继续为章莹颖的家属在美
处理相关事务提供大力协助。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陪审团
24日裁定， 布伦特·克里斯滕森2017年绑架和谋
杀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的罪名成立。按照法院安
排，克里斯滕森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判决。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73 2 2 4 5 5 2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8194100.1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69 0 4 1
排列 5 19169 0 4 1 5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5日
表示， 中方希望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能够发出支持多边主义、反
对单边主义，支持开放包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合作共
赢、反对欺压霸凌的强烈信号。

耿爽说：“当前世界经济中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主要来
源于贸易紧张局势， 而贸易紧张局势主要来源于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

望G20大阪峰会发出反对
单边主义、欺压霸凌信号

外交部：

健康扶贫
进瑶山
6月25日，蓝山县浆

洞瑶族乡，医务人员在为
瑶乡群众进行义诊。 当
天，永州市中心医院在该
乡开展“精准扶贫在行
动， 送医送药送健康”大
型义诊活动，医务人员为
瑶乡群众义务看病、体
检，免费赠送药品，关爱
群众健康。

杨雄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6月23日，湘阴县人民医院骨一科病室，尼
泊尔青年桑吉普·萨帕佩戴胸腰椎支具， 在医
护人员指导下小心翼翼下床活动，脸上露出久
违的笑容。 他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谢谢医师
和护士！ 我以为自己可能下半生都要在床上度
过，现在能下床走路，我太开心了！ ”

在湘阴县鹅形山旅游景区，有一项惊险又
刺激的极限运动———滑翔翼飞行。 尼泊尔小伙
桑吉普·萨帕正是被请来的滑翔翼教练， 每天
他都载着游客遨游在蓝天白云之间，为人们带
来新奇与欢乐。

天有不测风云。 6月11日下午，桑吉普在完成

一次滑翔翼试飞准备着陆时，悲剧发生了：因重心
不稳，桑吉普不慎跌倒，腰背部钻心地疼痛，双下
肢麻木，无法站立行走，被紧急送到湘阴县人民医
院，住进骨一科。

检查发现桑吉普受伤严重： 腰1椎体爆裂
性骨折，伴椎管狭窄、脊髓神经压迫，双下肢不
完全性瘫痪。 医院制定了科学的手术方案，即
“腰1爆裂性骨折后路复位固定+椎管减压术”。
但这一手术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即可损伤脊神
经， 导致下肢永久性瘫痪等可能。 6月12日上
午，紧张的手术在全麻下施行。 手术历时2小时
顺利完成。 手术后，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与护
理下，桑吉普病情逐步好转：目前，双下肢肌力
已完全恢复，双下肢的麻木也逐渐消失。

湘阴医生妙手回春———

尼泊尔青年有望重返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