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21 日电（记者耿鹏宇）俄
罗斯国防部 21 日发表声
明说，俄新型常规潜艇日
前从日本海水域发射了一
枚“口径”巡航导弹，成功
击中 1000 公里外的岸上
目标。

声明说，俄海军太平
洋舰队一艘 636.3 型柴电
潜艇“堪察加彼得罗巴甫
洛夫斯克”号在日本海水
域从水下位置发射了一枚

“口径”巡航导弹，导弹在
预定时间内击中位于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一处靶场

内的目标，射程超过 1000
公里。

声明未提及此次导弹
发射的具体时间。

据塔斯社报道，636.3
型柴电潜艇由俄罗斯“红宝
石”海军装备中央设计局研
发，属基洛级改进型第三代
常规潜艇，于 2019年 11月
25日通过测试后交付俄海
军。该型潜艇长 74米、宽
9.9 米，潜航排水量超过
3900吨。“口径”巡航导弹是
俄罗斯较为先进的巡航导
弹，可从海上对敌方陆海目
标进行精准打击。

俄罗斯在日本海水域
发射一枚巡航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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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宣布两名德国人为“不受欢迎的人”
新华社莫斯科12月 20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外交部 20 日
宣布两名德国驻俄大使馆工作人
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以回应德
国政府做出的相关“不友好决
定”。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德国柏
林一法院 15 日对格鲁吉亚籍男
子汉戈什维利被杀案做出判决，
一名俄罗斯籍男子被判处终身监
禁。该法院认为，俄国家机构可
能参与此案。德国外交部同日宣
布两名俄罗斯驻德大使馆工作人

员为“不受欢迎的人”。
俄罗斯外交部 20 日在一份

声明中说，俄外交部当天召见德
国驻俄大使冯盖尔，就德国政府
宣布两名俄驻德大使馆工作人员
为“不受欢迎的人”提出严正抗
议。俄方认为，德国法院的判决
完全不公正、不客观，具有明显政
治倾向性。俄方坚决否认有关俄
国家机构参与此案的“毫无根据
和不切实际”的指控。

声明说，德国大使被告知，两
名德国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被宣

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此举旨在
对等回应德国政府做出的相关

“不友好决定”。俄方对德方未来
可能采取的任何对抗行动将坚定
做出对等回应。

2019 年 8 月，汉戈什维利在
柏林遭枪击身亡。事发后，德方
逮捕一名俄罗斯籍嫌疑人。鉴于

“俄方拒绝配合德方调查”，德国
外交部同年 12 月宣布将两名俄
驻德大使馆工作人员驱逐出境，
俄方随后宣布驱逐两名德驻俄大
使馆工作人员作为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前情报
主管塔米尔·海曼 20日透
露，以方曾参与美军暗杀
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
莱曼尼的行动。

按照多家中东媒体说
法，这是以色列政府或军
方高层首次承认以方参与
这次搅动中东局势的暗杀
行动。

海曼当天接受以色列
情报遗产和纪念中心旗下
杂志采访时承认，以色列
在美军暗杀苏莱曼尼的行
动中“发挥了作用”。

据以色列媒体 i24 新
闻频道报道，在海曼看来，
鉴于伊朗是以色列的“主
要敌人”，“苏莱曼尼遇刺
意义重大”。

多年来，作为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创
建者和指挥官，苏莱曼尼

为加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
影响力，发动什叶派武装
帮助叙利亚政府击退反对
派武装、帮助伊拉克政府
抵抗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促进伊朗与伊拉克、
叙利亚关系。

美军 2020年 1月出动
无人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国际机场外炸死苏莱曼
尼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人
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
布·迈赫迪·穆汉迪斯等
人。伊朗认定美方袭杀苏
莱曼尼违反国际法，是“典
型的国家恐怖主义”“犯罪
行为”。

据雅虎新闻网站今年
5月报道，以色列曾向美军
提供关键情报支持，包括
苏莱曼尼的多个手机号
码，以助美军跟踪。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前军官承认
曾参与暗杀伊朗高级将领

12月20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拍摄的数字“2022”的灯光装置。当天，这组“2022”灯光装置运抵时报广
场与公众见面，展示几天后将被安装在“时报广场一座”大楼楼顶，迎接2022年的到来。 新华社 发

俄罗斯政府官员 20日敦促美国政府
尽快回应俄方 17日向美国和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开出的一系列“安全保障”条件，同
时再次警告，如果看不到化解俄方顾虑的
政治行动，俄方有可能以军事手段回应。

俄罗斯军事安全和军控维也纳谈判
代表团团长康斯坦丁·加夫里洛夫 20日
说，双方“需要严肃对话，北约非常清楚，
虽然他们有实力，但需要采取具体的政
治行动，否则替代方案将是俄方的军事
技术和军事回应”。

俄外交部 17日公布一份“安全保障”
方案草案，内容包括北约停止“东扩”、不
在“乌克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南高加索和
中亚国家”从事任何军事活动、不吸收原

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等。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解读，最后一项要求针对寻求
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俄方代表 15日在俄首都莫斯科与美
国代表会晤时提出这一方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埃米
莉·霍恩 20日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杰克·沙利文已经和俄总统助理尤里·乌
沙科夫通电话，强调美方准备通过多渠
道与俄沟通，包括双边途径。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
夫说，乌沙科夫和沙利文就俄方所提方
案的讨论在继续，“讨论是务实的”。

俄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
夫则说，美方似乎想把回应俄方方案“拖

成一个缓慢进程”，而俄方需要美方快速
作出回应，“因为局面困难、紧急并且趋
于复杂”。

乌克兰、美国和北约近来指认俄罗斯
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集结重兵，有“入侵”
之势。俄方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与北约
越走越近，北约军事部署威胁俄边境安
全，俄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本月 7日与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
说，北约东扩和在俄罗斯邻国部署进攻
性武器触犯俄方“红线”。俄外交部 10日
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和北约为排除北约
东扩可能提供法律保障。

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社长德

米特里·基谢廖夫 20日接受英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说，如果有关国家不能向俄方
提供其所要求的安全保障，那么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可能重演，俄方已准备好
用武力捍卫“红线”。

基谢廖夫说：“俄罗斯有世界最好的
高超音速武器。它们抵达美国的速度和
美英武器从乌克兰抵达莫斯科一样快。
古巴导弹危机有可能再次发生，只不过
现在导弹飞行时间比那时更短。”

基谢廖夫说，一些国家作为俄罗斯
的邻国“是历史决定的现实，无法更改
……最好能协调我们的利益，不要把俄
罗斯置于 4 分钟就会被导弹击中的境
地”。 据新华社电

俄敦促美国回应“安全保障”要求

美军内部极端主义抬头 五角大楼下禁令

台风
过后

美国五角大楼 20日针对军人
参与极端主义组织活动出台具体
禁令。军方官员警告，极端主义
在美军内部日趋抬头。

许许““入入””不许不许““动动””

新规共禁止 6大类极端主义
活动和 14种“主动参与”极端主义
活动的方式，包括拥护恐怖主义、
支持颠覆政府、代表极端主义团
体筹款或集会、在社交媒体“点
赞”或转发极端主义观点。

美国媒体报道，与旧有规定
相比，新规增加了许多详细说明，
而且规定了触发问责的条件：军
人参与禁止范围内的极端主义活
动且为“主动参与”。

新规适用于所有的军种，尚
不清楚何时开始实施。

不过，新规没有列出极端主
义组织清单。军方官员解释，将
由军方领导根据规定来决定军人
是否违规，而不是依赖不断变化

的清单。路透社报道，处罚与否、
处罚力度将取决于基层部队的指
挥官。

而且，五角大楼没有禁止军
人加入任何极端组织，哪怕是参
加右翼极端团体“骄傲男孩”、白
人至上主义团体三K党也不违规。

一年近百起一年近百起

今年 1月 6日，时任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
厦，导致参众两院认证拜登当选总
统的联席会议中断。拜登说，国会
大厦骚乱是由“暴徒、造反者、政治
极端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实
施。按照美联社的数据，这场骚乱
中，逾 650人被捕，包括数十名退
役军人和数名现役军人。

路透社报道，拜登今年 1 月
20日就任后一直致力于明确界定
极端主义，以及明确禁止军人参
与的极端主义活动类型，如今交
出答卷。

按照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
柯比的说法，过去一年内共发生
将近 100起军人参与违规极端主
义活动的事件，但数据收集还不
完整。五角大楼同时警告，由于
国内极端主义暴力激增，参与极
端主义活动的军人尤其是退役老
兵数量可能增加。

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长期
以来清楚军中存在白人至上主义
者等极端主义者。这些极端主义
者可能给国家带来较大风险，因
为他们中不少人能够接触有关敏
感军方行动的机密情报。而且，
极端组织定期招募现役军人和退
役老兵，因为他们善用武器、熟悉
战术。

数周前，五角大楼督察长列
举了 294起现役军人参与极端主
义活动的指控，其中 10 起涉及 1
月 6日国会大厦骚乱，102起涉及
国内极端主义暴力活动，70起涉
及种族主义驱动的极端主义暴力
活动。 据新华社电

菲律宾国家警察 20 日下午通
报说，台风“雷伊”在该国已造成
375 人死亡、500 人受伤，另有 56 人
失踪。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