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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开罗12月5日电
记者 李芮

卡塔尔埃米尔 （国家元首） 塔
米姆 3 日收到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
曼的信件。萨勒曼在信中邀请塔米
姆参加即将在沙特举行的第 40 届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合
会） 首脑会议。而来自海合会其他
5 个成员国的足球队正在卡塔尔参
加第 24 届海湾杯足球赛。

卡塔尔断交危机自 2017 年延
宕至今，近期出现新的缓和迹象。
但分析人士认为，受制于美国和沙
特同伊朗之间的复杂矛盾，海湾阿
拉伯国家完全走出断交危机的前景
难言乐观。围绕海合会峰会的各方
互动或将成为关系缓和试金石。

缓和迹象

2017 年 6 月，沙特、阿联酋、
巴林等部分阿拉伯国家以“支持恐
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
由，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裁
和封锁。但今年以来，卡塔尔和相
关国家关系开始出现缓和迹象。卡
塔尔首相兼内政大臣阿卜杜拉 5 月
底前往沙特出席海合会和阿拉伯国
家联盟 （阿盟） 特别峰会，成为自

两国断交以来访问沙特的最高级别
卡塔尔官员。最近，关系缓和步伐
加快，除塔米姆收到海合会峰会邀
请外，据媒体报道，卡塔尔副首相
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上月底还秘密
访问了沙特。

此外，正在卡塔尔举行的海湾
杯足球赛也成为各方释放和解信号
的平台。沙特国家足球队 11 月 25
日从首都利雅得直飞卡塔尔首都多
哈，这是两年多来两国间首次直
航。

科威特副外交大臣哈立德·贾
拉拉说，海合会所有成员国参加卡
塔尔海湾杯足球赛，表明“危机有
望尽快结束”。

分析人士认为，两年多以来，
断交各方都蒙受损失，危机缓和是
必然趋势。以沙特为例，断交风波
后，卡塔尔不再进口沙特货物并停
止经沙特进口他国货物，对沙特经
济造成了一定打击。同时，沙特许
多公司在卡塔尔有投资，近两万人
有卡塔尔长期居住证，断交给这些
企业和人员带来重大损失。此外，
沙特球迷强烈希望 2022 年能赴卡
塔尔观看世界杯足球赛。

卡塔尔文化中心研究部主任纳
迪娅·阿勒穆迪哈克说，海湾阿拉
伯国家属于同一民族，拥有共同的

语言和习俗，人为隔断民间正常来
往违背民意，难以长久。

暗流涌动

除海湾国家内部的因素外，美
国和伊朗作为外部因素也对断交危
机的走向产生影响。美国和沙特为
盟国，两国与伊朗则为敌对关系。
有分析认为，最近断交风波出现缓
和也与美国有关。

卡塔尔资深政治评论员纳比勒
认为，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
量，希望海合会成为对抗伊朗的有
力整体。如果断交危机愈演愈烈，
导致卡塔尔决定脱离海合会，海合
会将名存实亡，使沙特更难应对伊
朗，同时也影响美国的战略。美国
不希望危机无限期拖延下去。

但从卡塔尔方面看，卡塔尔此
前就与伊朗保持较好关系，这也是
沙特当初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制裁
的原因之一。断交风波后，卡塔尔
进口物资依赖或取道伊朗，民航班
机也不得不绕飞伊朗领空，要完全
倒向美国和沙特并与伊朗对抗并不
容易。

从伊朗和沙特的关系看，尽管
伊朗总统鲁哈尼最近表示已准备好
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分析人

士认为，两国自 2016 年断交后双
边关系从未有过实质改善，双方实
现“和解”目前尚不具备客观基
础。

伊朗政治评论员穆加达姆认
为，伊朗上述表态只是受到美国

“极限施压”下的缓兵之计，目的
是暂时平息海湾紧张局势，分化美
国在中东的盟友。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
志超指出，目前沙特对外政策和地
区战略的重中之重就是遏制伊朗，
除非伊朗做出重大让步，否则两国
的冲突和对抗还将持续。

至于伊朗和美国的关系，美国
现在对伊朗“极限施压”，伊朗为
维护自身利益坚持抵抗，双方关系
紧张，短期内看不到缓和可能。

只要伊朗同沙特和美国的关系
没有改善，沙特和卡塔尔因对伊朗
态度不同而产生的矛盾短期难以消
除。海湾局势虽有缓和趋向，但各
方矛盾未彻底解决，水面下依然暗
流涌动。

卡塔尔埃米尔收到沙特国王邀请参加海合会首脑会议的信件

卡塔尔断交风波初现转机

这是新西兰邮政发行的 2020
中国鼠年生肖邮票小全张。

新西兰邮政4日发行2020中国
鼠年生肖邮票一套 4 枚和包含这 4
枚邮票的小全张，庆祝即将到来的
中国农历鼠年。

（新华社发）

新西兰发行
中国鼠年生肖邮票

据新华社哈瓦那 12月 4日电
（记者朱婉君 林朝晖） 古巴国家
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4 日指出，美
国制裁 6 艘从委内瑞拉向古巴运输
石油的船只是“不公平且傲慢无礼
的行为”。

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发文说，美国政府制裁 6 艘运
油船是向古巴“再次发动攻击”，古

巴“受够了”美国“不公平且傲慢无
礼的行为”，不会屈服于美国压制。

据悉，美国财政部 3 日宣布追
加制裁 6 艘从委内瑞拉向古巴运输
石油的船只，并称委内瑞拉和古巴
此前曾通过改变船只名称，躲避美
国制裁。据古巴官方媒体报道，6
艘油轮中 1 艘挂巴拿马国旗，5 艘
挂委内瑞拉国旗。

古巴领导人谴责美国
制裁向古运输石油的船只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4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 美国国会众
议院司法委员会 4 日举行该委员会
首场针对总统特朗普弹劾调查的公
开听证会，邀请 4 名法学教授就弹
劾总统的宪法基础作证。听证会
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立场严重
对立。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
党人杰里·纳德勒在听证会上说，
特朗普在处理乌克兰事务时“直接
而 明 确 地 寻 求 外 国 干 预 美 国 选
举”，此举违反宪法。他援引该委
员会发起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克
林顿弹劾的理由说，有先例支持针
对特朗普的弹劾建议。受民主党邀
请的 3 名法学教授均表示，特朗普
涉嫌滥用职权、妨碍司法等，其行
为已满足被弹劾条件。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少数党
成员、共和党人道格·柯林斯在听
证 会 上 表 示 ， 民 主 党 人 担 心 在
2020 年选举中落败，因此急于推
进弹劾调查，相关指控并非基于事
实。受共和党邀请的一名法学教授
说，民主党人弹劾特朗普的理由不
充分，他担心这会“降低弹劾标
准”。

在后续进程中，众议院司法委
员会将就是否发起弹劾进行投票。
如通过，该委员会将起草弹劾条

款，提交众议院举行全体辩论并投
票。

正在伦敦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
普在听证会进行期间抨击弹劾调
查。他对媒体表示，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 3 日投票通过的弹劾调查报告
是一个“笑话”，针对他的弹劾调
查对美国来讲是“绝对的耻辱”。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曾邀请特朗
普及其律师出席 4 日的听证会，但
遭到白宫拒绝。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3 日通过的
弹劾调查报告称，特朗普以个人
方式或通过其代理人寻求乌克兰
政 府 干 预 美 国 2020 年 总 统 选 举 ，
以帮助他连任。此外，特朗普还
被指妨碍国会进行弹劾调查。众
议院情报委员会已将这份报告交
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议，并称
将继续进行相关调查，如发现新
证据，将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
补充报告。

今年 8 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
士匿名检举特朗普 7 月在同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
子等。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 9 月启
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在超过
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民主党人传
唤了若干证人提交材料并进行闭门
取证和公开听证。

针对特朗普弹劾调查听证会举行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立场严重对立

据新华社洛杉矶 12月 4日电
（记者高山 黄恒） 美国夏威夷珍
珠港海军船厂 4 日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美国海军水手开枪打死 2 名平
民，打伤 1 人，随后开枪自尽。

美国海军正在调查事件原因以
及枪手使用的武器类型，枪手的动
机目前尚不清楚。

美国珍珠港海军船厂
发生枪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