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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15 日
宣布，美国国务院已下令驻伊拉
克大使馆和驻库尔德自治区（库
区）城市埃尔比勒领事馆的美方
非紧急工作人员撤离伊拉克。此
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潜在威胁，美
军将提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警
戒级别。

紧张局势加剧

针对从伊拉克撤员的决定，
美国国务院匿名高官称，受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和控制”的
伊拉克武装人员正在威胁驻伊拉
克的美方人员，这一威胁“与伊朗
直接相关”，因此部分撤离驻伊拉
克的美方人员是合理的决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多国联军副
司令、英国籍将领克里斯·吉卡
14 日明确表示，没有发现“受伊

朗支持的民兵武装”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威胁有任何增加。

这一表态引发美方不满。美
中央司令部在15日分发给媒体的
材料中，罕见地在开头以添加“编
者按”的方式驳斥吉卡的言论，称
其与美方掌握的“可信”情报背道
而驰，驻伊拉克美军的确面临着

“可信和可能迫在眉睫的威胁”。
面对美方施压，伊朗国防部长

哈塔米15日表示，伊朗国防力量
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军事防御状
态，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

哈塔米说，尽管遭受美国全
面制裁，伊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
下仍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巨大成
就。他表示，为了增强国防实力，
伊朗没有放弃推进任何一个国防
项目。哈塔米还透露，2019 年伊
朗的国防科研项目规模是 2018
年的三倍。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近期频
频宣称伊朗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构成“可信”威胁，并在经济和军事
等领域持续对伊施压。但迄今为
止，美方未能拿出切实证据证明所
谓“伊朗威胁”。这一“硬伤”令美国
对伊施压举措遭到各方普遍质疑。

敲打伊拉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突访伊
拉克。分析人士说，蓬佩奥访问的
目的是“敲打”伊拉克政府，让他们
管好什叶派民兵。

访问期间，蓬佩奥告诉伊拉克
政府官员，美方情报显示，伊拉克什
叶派民兵在美军基地附近集结兵力
和部署火箭弹。

蓬佩奥向伊拉克官员抱怨，伊拉
克与叙利亚的边境线如今由什叶派
民兵把守。他要求伊拉克中央政府
把这些武装置于政府军控制之下。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官
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蓬佩奥向伊拉
克方面放话说，如果美方设施或人

员遭到攻击，美方不会与伊拉克
方面协商，而将直接动手回击。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同样
否认有意袭击美军。“美国人的说
法没有依据，”一名民兵组织发言
人说，“这让我们想起他们曾编造
弥天大谎，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2003 年以此为借口
入侵伊拉克。

伊拉克最大的什叶派民兵武
装“人民动员组织”现有大约 15
万人，已经由政府军收编，但有一
定程度的独立性，听命于什叶派
政治领导人。

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国会一些重量级民主党
籍议员敦促白宫向国会公开伊朗
对美方构成“威胁”的情报，告诫
白宫不要擅自决定对伊朗动武，
重蹈伊拉克战争覆辙。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

佩洛西15日在国会告诉媒体记者：“没
有国会同意，他们无权宣战。”美联社援
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佩洛西在一
次会议上告诉其他民主党人：“我们必须
避免与伊朗爆发任何战争。”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籍
成员鲍勃·梅嫩德斯说：“国会没有授
权对伊朗动武。如果行政部门正研究
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
批准。”

《纽约时报》先前报道，白宫考虑
向中东派遣多至 12 万美军。虽然特
朗普否认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一些国
会议员敦促政府官员到国会“说清
楚”。

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参议员梅嫩
德斯说，“我们在不了解和验证情报是
否准确的情况下打了一仗”，“不能就
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盲目做决定”。

美国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但
至今在伊拉克没有发现这类武器。

综合新华社5月16日电

伊朗回应美国军事施压：

已做好应对外部威胁准备

据新华社 5 月 16 日电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身体健康
和婚姻稳定是令人感觉幸福的主要因素。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这项调查让调查对象对幸福程度自
我评分。结果显示，身体健康仍然是令人感觉幸福的最主
要因素，其次是良好的婚姻关系。与先前调查结果相比，这
是婚姻关系首次超过就业情况，成为令人幸福的主要因
素。研究人员认为，这或许与英国目前失业率较低相关，工
作情况对人们幸福感影响不大。

调查还显示，有钱未必能令人感觉幸福，关键看钱怎么
花。经常外出就餐、酒店住宿令人对生活满意程度更高、感
觉更幸福，花钱进行家居装修装饰也能令人感觉幸福。然
而，调查显示，在美容美发产品上消费越多，人们感觉似乎
更沮丧。

英国《每日邮报》16日援引调查报告内容报道：“花钱一
样多的人，相比花钱买食品、保险或手机，把大部分钱用于诸
如住酒店或上饭店等体验式消费令人对生活满意程度更高。”

调查还显示，年龄与人们的幸福感也有关。调查中，年
轻人普遍对生活感到满意，中年人的满意程度有所下降。

幸福秘诀：

健康和婚姻稳定

新华社伦敦 5 月 16 日电
（记者张家伟）最新出版的英国
《自然》杂志增刊《2019 自然指
数－生物医学》显示，美国在生
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产出依然全
球领先，但中国正努力追赶，相
关科研产出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这是自然指数首次聚焦各
国研究机构在生物医学领域的
表现。数据显示，美国在该领
域保持领先，科研投入和产出
均排名全球第一，不过相关基

金资助额度和高质量科研产出
有一定下滑。

科研产出方面，中国正逐
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2012
年至2018年间，中国在生物医
学领域的科研总产出位居全球
第二，超过英国、德国、日本等
国。中国 2018 年相关科研产
出较2012年增长超过140％。

基于 2015 年至 2018 年生
物医学科研产出数据，增刊还
对全球研究机构进行了排名，

前50家中有34家来自美国；3家
来自中国，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包括：
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美国斯坦福大
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美国耶鲁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
戈分校和英国牛津大学。

数据还显示，这个领域的国

际 合 作 日 益 活 跃 。 2012 年 至
2018 年的生物医学论文中涉及
国际合作的比例由 37.5％增至
44％，由单一机构产出的论文所
占比例已降至23％。

自然指数于 2014 年 11 月首
次发布，它通过追踪高质量自然
科学期刊所发表的科研论文，展
示各国、研究机构和公司的高质
量科研产出情况。此次增刊依据
的是涉及生物医学的 55 本期刊
的相关数据。

自然指数显示，在生物医学领域——

中国科研总产出位居全球第二

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电
（记者周舟） 美国政府15日发
布针对华为等公司的限制交易
令。华为对此回应说，限制华为
不会让美国更安全，也不会使美
国更强大，只会使美国在5G网
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
特朗普签署名为“确保信息和
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

的行政命令，宣布进入所谓的
“国家紧急状态”，禁止在信息
和通信领域进行所谓“可能对
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交易”。

美政府发言人在随后召开
的电话会议上称，美商务部将
在 150 天内制定具体规则，法
规效力追溯到自行政令发布后
的所有发起、待完成和已完成
的交易。

美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
同日发表声明说，将把华为及其附
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清单上的
企业或个人购买或通过转让获得
美国技术需获得有关许可。但如
果美国认为技术的销售或转让行
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
利益，则会拒绝颁发许可。

华为15日在发给新华社记者
的一份声明中说，华为是5G电信

设备领域无可比拟的领导者，我们
也愿意和美国政府沟通保障产品
安全的措施。如果美国限制华为，
不会让美国更安全，也不会使美国
更强大，只会迫使美国使用劣质而
昂贵的替代设备，在5G网络建设
中落后于其他国家，最终伤害美国
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合理的
限制也会侵犯华为的权利，引发其
他严重的法律问题。

华为回应美政府限制交易令：

限制华为不会让美国更安全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侯晓晨） 针对美方称期
待近期来华继续进行经贸磋商，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6日表
示，中方一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正道。但在谈判
磋商中，必须讲原则、守信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财长姆努钦 15 日
表示，美中双方在第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中进行了建设
性会谈，他和莱特希泽贸易代表期待在不远的未来前往北
京继续磋商。请问中方是否已向美方发出了邀请？

陆慷说，在国际事务中，中方从来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分歧。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方也一直认为通
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正道。此前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即使
由于美方背离了谈判应有的准则而使磋商遇到困难时，中方
还是尽可能显示了建设性的态度。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但我必须强调的是，谈判磋商要有意义，就必须有诚
意。”陆慷说，“从美方此前谈判中的表现看，我们必须强调两
点：一是必须讲原则，就是必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二是必
须守信用，就是必须言行一致，不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美方称期待来华继续磋商

中方：有诚意才有意义

据新华社 5 月 16 日电 英国研究人员 16 日启动世界
首个“达尔文式”药物研发项目，希望在寻求治愈癌症方法
的同时，把癌症变为可用药物控制多年的疾病。

英国癌症研究学会主管保罗·沃克曼说：“癌细胞适应、
进化和耐药能力是癌症高致死率的原因，也是我们战胜癌
症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介绍，英国癌症研究学会将牵头组建“癌症药物发现
中心”并注资大约7500万英镑（约合6.6亿元人民币），同时
希望吸引 1500 万英镑（1.32 亿元人民币）外来资金。“癌症
药物发现中心”有意招募近300名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

这一中心寻求抑制癌细胞自我进化，研究人员因而将
探寻两种可能路径。一是“进化从众效应”，即先选定一种
具体癌症疗法，迫使癌细胞为适应这种疗法而对另一种药
物高度敏感，或走进“进化死胡同”。

二是探寻新药，阻止癌细胞不断进化而耐药。这类新
药旨在抑制人体免疫系统中名为“载脂蛋白 BmRNA 编辑
酶催化多肽（APOBEC）”蛋白质的活性。

研究人员希望，APOBEC 抑制剂与靶向药物结合，能
比现有疗法控制肿瘤生长的时间更长。

沃克曼说，“癌症药物发现中心”将同时探索综合运用
多种现有或新疗法。中心副主管安德烈娅·索托里瓦说，新
疗法可能采用人工智能和“数学预测方法”。

中心另一名专家奥利维娅·罗萨内塞说，这一机构有意
成为“反进化疗法”全球中心，让人们不再“追赶癌症”，而是

“有能力预测癌症发展方向并抢先一步”。

英国尝试新法控癌

这是5月15日在埃及首都
开罗拍摄的鲁德·法拉杰轴心
大桥。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舒卜拉
区的鲁德·法拉杰轴心大桥当

天正式落成，埃及总统塞西出
席了落成仪式。鲁德·法拉杰
轴心大桥横跨尼罗河，桥体宽
度达 67.3 米，是目前世界上最
宽的斜拉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中东北非地区区域经理塔拉勒·
奥马尔当天为大桥颁发了吉尼斯
世界纪录证书。

参与大桥建设的埃及武装部
队工程局主席伊哈卜·法尔说，该

工程基础成本高达 1700 亿埃镑
（约合 99.4 亿美元），大桥将开罗
北部、东部及西部区域连接起来，
开通后将缓解开罗的交通压力。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安卡拉 5 月 16 日电（记
者秦彦洋 施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 15 日在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阿
卜杜勒－迈赫迪后说，土伊两国正在
商讨签署一项军事合作与互信协议。

埃尔多安与阿卜杜勒－迈赫迪当
晚在安卡拉的总统府出席了联合记者
会。据当地媒体报道，埃尔多安表示，
根据正在商讨签署的协议，双方同意
在打击恐怖主义、重建伊拉克等方面
加强合作。

埃尔多安表示，两国还将深化贸易
和能源合作，包括建设一条通往伊拉克
南部的贸易走廊，并尽快修复被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破坏的、从伊拉克基尔库
克到土耳其南部的输油管道。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对伊朗
制裁全面收紧，土耳其正寻求以伊拉
克石油作为伊朗石油的替代品。

土耳其伊拉克
加强军事合作

5 月 15 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
举行声光秀，庆祝铁塔130岁生日。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于 1889 年
正式落成。 新华社／美联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5 日电（记
者刘品然 朱东阳） 美国交通部15日
以委内瑞拉局势“威胁安全”为由，命
令停飞所有往返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
的民用航班。

美交通部15日发布公告称，在得
到国务卿蓬佩奥批准以及与国土安全
部代理部长麦卡利南密切协调后，交
通部长赵小兰当天命令停飞所有往返
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航班。

交通部说，国土安全部评估认为委
内瑞拉的局势将威胁乘客、飞机和机组
人员的安全，要求立即停飞所有往返美
委两国的客运和货运航班，交通部因此
履行相应职权发布该停飞命令。

上月底，美国联邦航空局曾以“安
全原因”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飞机在
委内瑞拉空域内的飞行高度不得低于
2.6万英尺（约7925米）。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
机。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台，美国
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
威胁向委施压。

美政府叫停
美委间航班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5 日电（记者刘阳 孙丁） 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5 日发布数据称，2018 年美国有约
378.8 万名婴儿诞生，同比下降 2％，连续 4 年下跌。2018
年美国新生儿数量已降至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

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生育率为1.73（即每名妇女平
均生育子女1.73个），同比下降2％，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
替水平。除40岁上下的女性以外，所有族裔和年龄段的女
性生育率都有所下降。

持续低生育率令一些专家感到担忧，南加州大学人口
学家道尔·迈尔斯表示，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国性问题”。

这份报告在美国社交网络上也引发一定讨论，一些人
认为福利制度欠缺是导致生育率低迷的原因。

“育儿消耗大量资金和时间，我们的社会也没有让育儿
变得更轻松。”佐治亚州议会议员埃琳娜·帕伦特在推特上
表示，“我们需要更多家庭友好型政策，包括带薪产假和受
财政补贴的保育服务。”

已连续4年下跌

美国去年新生儿数量
降至32年来最低

据新华社悉尼5月16日电（记者郝亚琳） 澳大利亚前
总理鲍勃·霍克16日于悉尼家中去世，享年89岁。

霍克 1929 年 12 月生于南澳大利亚州。1983 年，霍克
领导工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并担任澳大利亚总理
至1991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工党总理。

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届部长级
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标志着这一组织正式成
立。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 APEC 成立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霍克于1978年首次到访中国，此后陆续访华上百次。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