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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司法机关1月14

日逮捕一些关联军方误击

乌克兰航空公司客机的嫌

疑人。伊朗总统哈桑·鲁哈

尼同一天重申，将彻查误击

事件，提议设立特别法庭。

伊朗官方媒体以司法

机关发言人吴拉姆侯赛

因·伊斯梅利为消息源报

道，司法机关已就误击乌

航客机事件“广泛调查”，

“一些人遭逮捕”。

伊斯梅利没有提及司

法机关逮捕多少人以及这

些人的姓名和职务。

法新社报道，这是伊

朗首次就误击乌航客机逮

捕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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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

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扎

德承认，他所在的部队误

把这架客机当成“敌对目

标”，发射导弹将它击落。

误击客机前不久，伊

朗向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发

射导弹，以报复美军3日炸

死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

苏莱曼尼等8人。

鲁哈尼 14 日说，误击

乌航客机是“痛苦、不可原

谅的错误”，承诺伊朗政府

“尽一切办法”调查事件并

提议组建特别法庭。

“司法机关应该设立

一个由高级别法官和数十

名专家组成的特别法庭，”

鲁哈尼说，“这不是一桩普

通案件，全世界都将紧盯

这个法庭。”

鲁哈尼认为，不止一

人应该为误击客机事件担

责。“这不仅是按下按钮那

个人的错误。还有其他人，

我希望向民众作出明确解

释。”“任何应该被惩罚的

人都必须接受司法审理。”

鲁哈尼说，尽管所有悲

剧的根源是美国，但这不是

伊朗方面不追究误击事件

根本原因的理由。政府承认

军方由于“人为错误”击落

客机是“良好的第一步”。

鲁哈尼要求政府官员

解释为何在事发三天后承

认误击客机。他认为，更重

要的是必须确保类似事件

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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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

航安全调查分析局14日说，

乌航客机两只“黑匣子”、即

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

语音记录器将不会送往法

国，而是在乌克兰下载数据。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

会 13 日晚发布消息说，伊

朗方面确保加方调查人员

接触坠机残骸和“黑匣子”。

这一委员会主席凯茜·福克

斯说，有迹象显示伊方允许

加方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据新华社报道）

伊朗逮捕误击乌航客机嫌疑人

伊朗认定英国驻伊朗大使“不受欢迎”

新华社消息 伊朗司法机关1月14日认定，英国驻伊

朗大使罗布·马凯尔“不受欢迎”。

伊朗司法机关发言人吴拉姆侯赛因·伊斯梅利告诉媒

体记者，依据国际惯例，英国驻伊朗大使“不受欢迎”。

路透社报道，驱逐马凯尔的决定将由伊朗外交部发

布。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说，英国没有收到马凯

尔遭驱逐的正式通知，那样做将令人遗憾。

马凯尔2018年起出任英国驻伊朗大使。伊朗警方11

日以马凯尔涉嫌“煽动”抗议伊朗误击乌克兰航空公司客

机的示威而逮捕他，获知马凯尔身份后将他释放。

马凯尔12日澄清他没有参与示威，而是“去了一个宣

称是为空难遇难者守夜的活动”。

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召见马凯尔，理由是他在伊朗首都

德黑兰参加“非法集会”的举动“出格”。作为回应，英国外

交部随后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 （包雪琳）

会见叙利亚总理
伊朗总统呼吁驱逐美军

新华社消息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总

统鲁哈尼当天会见来访的叙利亚总理哈米斯时呼吁将美

军赶出本地区。

鲁哈尼在会见时表示，地区各国应竭尽全力，抵制美

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军队，驱逐“占领者”。

哈米斯说，美国在叙利亚部署军队是公然的“占领行

为”。他也呼吁地区各国抵制美国的非法行径，驱逐美军。

哈米斯感谢伊朗一直以来支持叙利亚政府，并表示伊

朗在叙利亚战后重建中享有优先权，叙利亚将邀请伊朗公

司和企业参与叙国内各类项目。

哈米斯率团于12日晚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双边

关系及地区局势与伊朗领导人进行会谈。随团的还有叙利

亚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高级别官员。（张 栩 柳伟建）

新华社消息 日本政

府1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

决定，从本财年备用预算中

支出 5.072 亿日元（1 美元

约合 110 日元），用于向中

东地区派遣自卫队的经费。

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

续紧张，日本政府日前决

定派遣自卫队前往中东地

区，其中包括海上自卫队1

艘驱逐舰和两架巡逻机，

活动期限从本月20日延续

至今年12月26日。

日本财务省表示，这

笔费用将主要用于截至今

年 3 月底高波级驱逐舰的

燃料费用，而两架巡逻机

活动所需经费从已计入本

财年预算的索马里海上打

击海盗费用中筹措。今年4

月以后至年底自卫队在中

东地区活动经费将被纳入

新财年预算案中。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

计，2018 年日本对中东原

油依存度为88.2%。为保证

日本相关船只航运安全，

日本决定派遣自卫队前往

中东海域加强情报收集工

作。 （姜俏梅）

美国会参议院
可能下周开始
审理特朗普弹劾案

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

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

和党人麦康奈尔1月14日

说，参议院可能于下周开

始审理针对总统特朗普的

弹劾案。

麦康奈尔对媒体说，

如果众议院15日批准向参

议院递交弹劾条款，参议

院本周将能够完成一些铺

垫工作，可能使得弹劾案

审理于21日开始。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

人佩洛西 14 日发表声明

说，众议院将于 15 日就向

参议院递交弹劾条款和任

命弹劾案“管理人”举行表

决。在弹劾案审理中，“管

理人”角色类似于庭审中

的检方。

由民主党人掌控的

众议院去年 12 月表决通

过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

劾条款，正式指控他滥用

职权和妨碍国会。特朗普

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

三位遭众议院弹劾的总

统。

众议院并未立即向参

议院递交弹劾条款。佩洛

西借此施压麦康奈尔同意

民主党人就参议院弹劾案

审理作出的提议，但麦康

奈尔一直未予接受，僵局

持续至今。

佩洛西去年 9 月宣布

启动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

弹劾调查。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等随后就特朗普寻求

他国帮助调查政敌以助自

己连任等指控展开调查工

作。

特朗普否认自己有任

何过错，并频繁抨击民主

党人，称弹劾案是“骗局”。

（孙 丁 徐剑梅）

澳大利亚空投胡萝卜喂幸存动物

新华社消息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空投2000多公

斤胡萝卜和红薯，给林火中幸存的袋鼠等野生动物。

据英国广播公司1月14日报道，新南威尔士州当局上

周出动直升机，在野外空投胡萝卜和红薯，救助野生动物。

它们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在林火中焚毁。

持续数月的林火使澳大利亚野生动植物遭到严重损

害。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科学家估计，这次林火可能令

10亿动物丧生，还可能造成多种尚未为人类所知的哺乳

动物、鸟类、昆虫、真菌等物种灭绝。躲过大火的动物因栖

息地遭焚毁依旧面临生存困境。 （袁 原）

新华社消息 日本富

豪前泽友作计划2023年进

行绕月旅行。奔赴太空之

前，他要做的准备工作不

少，包括找一个女朋友。

路透社日前报道，现

年44岁的前泽友作在网上

发布征友启事，有意结交

一名20岁以上的女友一同

前往太空绕月旅行。这名

女性还将和他一起作为主

人公录制相关题材纪录

片，由网络电视 AbemaTV

播放。

他在征友启事中写

道：“随着孤独和空虚感渐

渐浮起，我在想一件事：继

续爱一个女人。”

“我想发现一位‘生命

伴侣’。我想从外太空和我

的未来伴侣一起呼喊爱与

世界和平。”

根据前泽友作的启

事，应征者必须“对去太空

感兴趣并能够参与相关准

备工作”，还应该“渴望世

界和平”。有意者应在1月

17 日之前应征，前泽友作

将在3月底之前作出选择。

前泽友作的前女友是现年

27 岁的日本演员刚力彩

芽，两人于去年11月分手。

前泽友作先前预订座

位，将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SpaceX）的火箭前

往太空，用一周时间环绕月

球飞行。他还计划邀请多名

艺术家与自己同行，为他们

出旅费。用于这趟绕月旅行

的火箭目前正在研制中，前

泽友作一行可能在2023年

成行。 （袁 原）

为为““谊谊谊谊””庆生庆生
1月14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大熊猫宝宝“谊谊”庆祝

生日。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二只雌性大熊猫宝宝“谊谊”当日度过2周岁生日。

摄影/新华社记者 朱 炜

日本富翁网上征女友共赴绕月之旅

日本为向中东派自卫队额外增支5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