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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7月7日电 伊
朗政府 7 日宣布，伊朗正在提高
浓缩铀生产丰度，将不再受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只能生产
丰度上限为 3.67%浓缩铀规定的
限制。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
当天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
讲话说：“今天，我们将开始进行
高于 3.67%丰度的铀浓缩活动，

丰度水平将取决于我们的实际需
求。”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
鲁兹·卡迈勒万迪当天发表声明，
确认伊朗将提高浓缩铀生产丰
度，并突破伊核协议关于 3.67%
丰度的限制。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
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需要丰度为
5%的浓缩铀，而位于德黑兰的科

研用核反应堆则需要20%丰度浓
缩铀。

关于伊朗铀浓缩活动丰度的
限制是伊核协议核心条款。90%
以上高丰度浓缩铀属于武器级核
材料，可以用于制造原子弹。但
理论上生产 20%丰度和 90%丰度
浓缩铀之间几乎没有技术障碍。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

和中国） 2015 年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协议规定，伊朗在
协议生效15年内保存最多300公
斤经过浓缩的六氟化铀，丰度最
高为 3.67%。国际社会承诺解除
对伊朗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美国去年 5月宣布单方面退
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一系列对
伊朗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伊朗
今年 5月 8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
水和浓缩铀；同时，伊朗拟在
60 天内与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
谈判伊方权益问题，若诉求得不
到满足，伊方将不再限制铀浓缩
活动的产品丰度。伊朗 7月 1日
宣布，突破 300公斤低丰度浓缩
铀的储量限制。

新华社美国里奇克雷斯

特 7月 6日电 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南部地区4日和5日先后
发生 6.4级和 7.1级地震，震中
和附近地区遭不同程度破
坏。两次强震震中所在地区
圣贝纳迪诺县已经进入紧急
状态。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
未来一周内受灾地区发生一
次或多次7.1级以上地震的概
率为3%。

美国地质调查局 6 日公
布数据显示，连日来，两次强
震的余震已超过 3000次。鉴
于震中所在地区圣贝纳迪诺
县余震频繁，加州州长加文·
纽瑟姆 6 日宣布圣贝纳迪诺
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请求联邦
政府提供直接援助。

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
室已启动运营中心“最高级
别”应急措施。运营中心与联
邦、州和地方应急部门及搜救

人员密切合作，评估两次强震
导致的损失情况。

5 日发生的 7.1 级地震震
中位于里奇克雷斯特镇东北
约 17 公里，震源深度 17 公
里。这次地震震中与此前一
天6.4级地震震中处于同一断
裂带，两地相距不远。

记者在里奇克雷斯特采
访时看到，当地政府已开设医
疗救助中心及一个可容纳150
人的临时避难所。避难所内
住有从附近特罗纳镇赶来的
二三十名寻求避难者。

特罗纳距里奇克雷斯特
约半小时车程，人口不足2000
人，在两次强震中受损严重。
目前该镇不少民众撤离至远
离震中、相对安全的区域躲避
余震，很多商户关门停业，一
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当地
民众运送食物和水。

记者了解到，5日晚间，震

中附近地区发生电力和通讯
中断情况，部分地区还发生煤
气泄漏及火灾，所幸未导致人
员死亡和重伤。此外，震中附
近的美国海军航空武器站暂
时无法正常运转，所有非核心
人员被安排撤离。

加州位于美国西部海岸
线一带，南北长 1600公里，东
西宽 413公里，面积 42.4 万平
方公里，由于地域跨度太大，
南加州与北加州以北纬 37度
线分开。习惯上人们将旧金
山为核心的湾区地带称为北
加州，将洛杉矶都市带称为南
加州。

加州已知地质断层达数
百条，超过 70%的人口居住在
可能发生强震的断层周边 50
公里内。南加州地区分布着
200 多条大大小小的断层，可
引发5.0至7.8级不等的地震。

新华社多哈7月6日电 美国
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
尔梅·哈利勒扎德6日宣布，美国与
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行的第七轮谈判取得了实际进
展。

哈利勒扎德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表示，美国和塔利班6月29日开
始举行第七轮谈判，双方在反恐保
证、撤军、阿富汗内部对话、实现永
久和全面停火4个方面取得了实际
进展，这是双方进行直接谈判以来

“最具成果的谈判”。
据塔利班方面的消息，由卡塔

尔和德国共同主办的阿富汗内部
对话活动7日将在多哈举行，60多
人将参加这次对话。哈利勒扎德
表示，为了“支持阿富汗内部对
话”，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本轮谈
判7日至8日将暂停两天。

针对本轮谈判取得的成果，塔
利班政治局发言人苏海勒·沙欣同
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我
们对双方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感到
满意。”

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
袭击后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被美
方认定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
政权。战后阿富汗局势持续动
荡。随着塔利班近年来在阿富汗
势力不断壮大，美国政府不得不选
择与其进行谈判。

伊朗宣布将提高浓缩铀生产丰度

美加州两次强震后余震已超3000次
震中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当地时间77月月55日晚日晚88时时1919分分，，美国南加州发生美国南加州发生
里氏里氏77..11级地震级地震。。这是过去这是过去3434个小时之内个小时之内，，强震第二强震第二
次袭击南加州次袭击南加州。。地震展现了惊人的破坏力地震展现了惊人的破坏力，，导致部导致部
分公路铁路扭曲变形呈分公路铁路扭曲变形呈““波浪状波浪状”。”。

新华社莫斯科7月7日电 俄
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7
日发生一起油罐车燃爆事故，目
前已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地紧
急情况部门官员说，一辆载有500
升油料的油罐车于当地时间 7日
零时 15 分左右在斯维尔德洛夫
斯克州北部卡尔平斯克市附近的
一条山路上发生事故。违规搭载
乘客的油罐车在行驶过程中因超
速失控翻入路边壕沟，随后发生
燃烧和爆炸，造成 4 名搭车人员
死亡，7人受伤。

当地警方说，油罐车司机为
醉酒驾驶，且沿途陆续搭载了 10
多名顺路的当地游客。部分搭车
人员被允许坐在车辆后部的油罐
附近。当车辆失控后，司机要求
所有人跳车，随后自己也跳出了
失控车辆。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警方刑
拘。相关部门正在对事故进行进
一步调查。

新华社喀布尔7月7日电 阿
富汗政府官员 7 日说，阿东部加
兹尼省首府加兹尼市当天发生一
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6人死亡、96人受伤。

加兹尼省政府发言人阿里夫·
努里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天8时30
分左右，加兹尼市中心一个警察局
旁发生汽车炸弹爆炸。6名遇难者
包括2名安全人员和4名平民。另
有87名平民和9名警察受伤，部分
伤员伤势严重。

加兹尼市卫生部门负责人巴
兹·穆罕默德·胡马特证实，75名伤
员已被送往当地一所医院接受治
疗，其中包括30名学生。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制造了这
起袭击事件，称该组织武装分子袭
击了一个警察局，打死打伤数十名
安全人员。

土耳其购买的俄罗斯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交付
在即。土耳其媒体报道，首套
S-400系统 7日将在俄罗斯装
上飞机，预期本周由两架货运
飞机运抵土耳其。就这一说
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
特里·佩斯科夫 5 日重申，
S-400 系统军售在按计划落
实。

土耳其新闻电视台报道，
首套 S-400 系统下周将由货
机运入土耳其，监督这一系统
安装的俄罗斯技术小组 8 日
抵达土耳其。这家电视台没
有说明上述报道的消息来源。

土耳其政府至今没有公
开 S-400的具体交付时间，仅

称在7月中旬。
另外，多家土耳其媒体报

道，土耳其接收首套 S-400
后，将部署在首都安卡拉的穆
尔特德空军基地。

就 土 耳 其 媒 体 有 关
S-400交付时间的报道，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5
日回应，说俄罗斯正在按计划
落实S-400军售协议。

土耳其 2017 年与俄罗斯
签订协议，购买 4 套 S-400 防
空系统。美国及其主导的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土耳其
采购 S-400系统，理由是这一
俄制系统与北约防空系统不
兼容，且 S-400配备的雷达系
统一旦获得与美制F-35型战

机相关数据，就能够定位并追
踪美国及其盟国的这种战机，
致使后者难以躲避俄方攻击。

美方多次要求土方取消
S-400 订单，改为购买美制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设定
7 月 31 日为土方放弃 S-400
的期限，威胁施行制裁、暂停
向土方交付F-35战机零部件
并暂停 F-35 项目合作，但土
方坚持履行与俄方合同。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先前表达自信，
认为土耳其虽然就购买俄罗
斯 S-400 系统与美国发生争
议，但不会招致美方制裁，土
美两国是“战略盟友”。

首套S-400系统将运抵土耳其
或部署在安卡拉

美称与塔利班的
第七轮谈判
取得实际进展

阿富汗东部
汽车炸弹袭击
致百余人伤亡

受伤的孩子在医院接受治疗。

美国富翁约翰·麦卡菲在一
艘停靠古巴哈瓦那港口的游艇上
宣布，打算作为自由党竞选人参
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

据法新社 6 日报道，麦卡菲
现年 74 岁，穿短裤、热带风情的
短袖衣、戴墨镜宣布参加美国总
统选举。他当时身边簇拥7名竞
选助理和两条大狗，坐在他停靠
在哈瓦那一处港口的白色游艇
上。

麦卡菲说，他参选的近期目
标是赢得自由党候选人资格。自
由党是小党，1971 年 12 月创建。
麦卡菲 2016年参加总统选举，在
党内角逐阶段败给自由党候选人
加里·约翰逊。约翰逊在选举中
获得3%的选票。

麦卡菲说：“我不想成为总
统，真的不想，也不可能成为。”他
一边抽雪茄一边说：“不过，不少
人关注我，我会对这次选举产生
影响。”

麦卡菲20世纪80年代发迹，
有美国“杀毒软件之父”之称。他
开发了与自己同名的美国第一套
商业杀毒软件，赚得盆满钵满。
从技术行业隐退后，他陷入涉嫌
谋杀、逃税和因为“嗑药”驾车而
被捕等丑闻，逃离美国，流亡巴哈
马和古巴等地。

“杀毒软件之父”麦卡菲
宣布竞选美国总统

约翰·麦卡菲

俄罗斯油罐车燃爆
司机醉酒驾驶并载10名游客

李广（？-前119），西汉名将，
陇西成纪人。文帝时，参加反击匈
奴攻略的战争。景帝、武帝时曾任
陇西、北地、右北平等郡太守，匈奴
畏之称为“飞将军”。公元前 119
年，随卫青攻匈奴，因无向导迷路
失期，自缢身亡。李广的儿子李
敢、长孙李陵，也都是一时名将。

笔者对李广有一点偏好，因为
书上说：“李广老，数奇。”这意思是
说李广运气不好，命中注定不能封
侯。

李广一辈子没有封侯的机会，
最后还自杀了。这位飞将军会骑
马，善射箭。据说他夜里看到一只
老虎，一箭射过去，第二天早上发
现，原来是石头。力道之大居然足
以穿石！

汉朝的国都长安位于今天的
西安，西边和北边共有六个郡。这
些位于长安西边跟北边的六个郡，
因居于边境，郡里的年轻人几乎都
会骑射，政府对他们特别优待，收
的税也少一点。所谓“六郡良家

子”，就是六个郡里面好人家的孩
子。他们通常自备弓马，敌人来
犯，良家子以义勇军参战。李广就
是由此途径参军，最后出任将军。
他是当时最有名的军人，曾担任右
北平太守，戍守在今天的北京附
近，负责防守边境的长城。

汉朝跟匈奴打了很多次仗，李
广常常率领小部队主动出击，带几
十个人、几百个人就敢冲出去，常
有斩获。当然也有被抓的时候，他
便趁敌人没有防备时逃出来，即使
被绑在马上，居然还可以夺过旁边
胡人的马，跑回汉营来。有一次，
匈奴的大军在前面，他只有几十匹
马、几十个骑兵，还故意徐徐慢行，
让匈奴搞不清楚他背后是不是有
伏兵，不敢动他，只好退走，他则安
安全全地回来了。这些都是很了
不起的事情。

卫青、霍去病这两个人是讨伐
匈奴的主将。以汉朝的角度看，称
得上是成功的将领，每个人都带过
几万大军出征，而且终于将匈奴击
败了。但西汉时匈奴并没有全败，
整个匈奴的衰败还要再过两百年。

卫青、霍去病这两个人都不是
六郡良家子，也不是行伍出身。卫
青的姊姊是汉武帝宠爱的夫人，霍
去病则是卫青的外甥，他们是以外
戚的关系得到信任带兵出征。霍
去病有句名言：“匈奴未灭，无以家
为！”意思是说，匈奴还没消灭，我
哪里能结婚？但是又有“阵前将士
半生死，将军帐里又歌舞”描写他
当将军时的情景，所以我们知道他
是享福的将军。

他们成功在哪里？原本汉朝
的国力就强到可以打败匈奴，卫、
霍两人唯一的优势是皇帝的充分
信任。汉朝的损失多大呢？三次
出兵，损失大得很，这还不包括自
己带着一起去的义勇军。所以这

是汉朝倾全国之力来打的仗。得
到充分信任的亲贵所带的兵，倾尽
全国之力，拼资源，也拼决心。

今天在西安城外，可以看到霍
去病的墓，墓旁就有马踏匈奴像，
一座祁连山的模型，匈奴人瘫在地
上，一匹战马踩在他身上。霍去病
的墓，可以说得上是汉朝至今最出
风头的一个墓，可知道这是为什么
吗？因为霍去病的名字有“去病”
二字！因而民间流传摸他的像可
以治病，从伤风咳嗽到瘫痪的老百
姓都去摸他一下，霍去病墓上的石
头马被摸得亮光光的，两千多年
来，天天有人去摸，怎能不光啊？
这个运气也是奇怪的，陕西附近的
人都认为他是“医神”，而不只是战
马嘶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形
象。

汉朝大军讨伐匈奴，卫青和霍
去病这两位大将各率五万人出去
征战的时候，却让李广率偏师别道
领兵。李广很不高兴，他认为自己
是全天下最有名的战士，匈奴称他
为飞将军，为什么派他率偏师？结
果，人家大军打了胜仗回来，他却
迷了路，困在沙漠里。按照汉朝的
规定，没有完成使命的，回来要接
受军法审判。他说自己这么大岁
数了，还有脸接受军法审判吗？于
是自杀了。

虽然大家一直哀悼这位英雄
人物，但我们来看看他失败的原因
何在。

李广确实是个战士，却不是称
职的将领。他是带兵打仗的人，还
轻举妄动，随时带着几十人、几百
人冲出去，这是不对的。将领应该
要守住大部队。汉时一个郡的规
模，至少有一万骑兵，这一万骑兵
是训练有素、有部务、有编制、有纪
律的军队；而大将的责任是指挥大
部队，不是逞个人英雄。

当时有位将军叫程不识，他的
部队从来不打大胜仗，也从来不打
大败仗，永远是一整批出去，退兵
也是一整批慢慢退下来，左右前
后，整个部队的旗号整整齐齐，无
大胜亦无大败。两人相比之下，程
不识的功名远不及李广，也不像李
广那样让人佩服，但他是真正的将
领；李广则不是将领，只是个战
士。所以汉武帝、卫青说李广“数
奇”，说他运气不好，其实是迷信。

汉武帝大概了解李广这个人，
知道他不能当主力，但也不能不派
他去，所以挑了一个偏师别道叫他
去，碰不到敌人，还可以全师而
回。结果因为没有前哨而迷了路，
说来也很不应该。所以讲起李广
身后的名声，我们说他是龙城飞
将，其实他只能算是善战的勇
士。 （许倬云）

人物简介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

安县)人，中国西汉时期的名将。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从军击匈
奴因功为中郎。景帝时，先后任北
部边域七郡太守。武帝即位，召为
未央宫卫尉。元光六年(前 129
年)，任骁骑将军，领万余骑出雁门
(今山西右玉南)击匈奴，因众寡悬
殊负伤被俘。匈奴兵将其置卧于
两马间，李广佯死，于途中趁隙跃
起，奔马返回。后任右北平郡(治
平刚县，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太
守。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
年不敢来犯。元狩四年(前 119
年)，漠北之战中，李广任前将军，
因迷失道路，未能参战，愤愧自杀。

唐德宗时将李广等历史上六
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
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
将。宋徽宗时追尊李广为怀柔伯，
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中国的神，大致可分两种，一
种是人造的，如玉皇大帝、王母娘
娘等；另一种是人变的，最具代表
性的当数关羽、岳飞。人造的神，
高高在上，安享人间香火。人变
的神，离人间很近，人间冷暖，世
道沧桑，都会影响到他的神性与
神位。过去的封建帝王，在位时
个个都是“真龙天子”，连上界的
诸神都要听其差遣、为他们服
务。一旦王朝覆亡，立即便跌下
神坛，还原为人，甚至还会被大泼
脏水。

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公映许多年来，在片中扮演关羽
的青岛演员陆树铭，一直大受社
会欢迎，走到哪里都被当做“关老
爷般地敬奉”，这甚至因此而改变
了他的戏路和生活，他自觉胸中
平添了一股忠义之气，“关老爷”
仿佛就站在他身后，敢于出头做
好事，很长时间不能接演其他角
色，更绝无可能再演反派人物。
一个角色竟然对演员具备这样的
影响力，不也是颇为神奇吗？

由人变成神，至少要有两个
先决条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有
口皆碑的丰功伟绩。关羽神勇异
常，一生战功赫赫：诛文丑杀颜
良、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单
刀赴会、水淹七军……青龙偃月
势挟风雷，美髯飘动绝伦逸群。
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关羽“威震
华夏”。蒋星煜先生考证说：“整
部《二十四史》，也未有任何名将
有过‘威震华夏’的声势。更值得

注意的是‘群盗或遥受羽印号’，
这说明除魏、蜀、吴三国公卿百官
之外，流落社会上贩夫走卒以及
流氓无产阶级也都对关羽心悦诚
服，愿意为之驱使。”

只有具备大本事、真本事，到
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人们才会确
信他能护佑大家。所谓“真本事”
是不能弄虚作假、编造历史，时间
一长若想不露馅是不可能的，一
旦被戳穿，便要跌下神坛。关羽
从解白马之围获封汉寿亭侯到成
神，经受了900余年的漫长考验，
经历过许多朝代更迭，他的声望
几乎是呈直线上升。公元 1102
年宋徽宗先封关羽为“忠惠公”，
过了 6 年又觉得不解气，再加封
他为“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
万历十八年（1590 年）明神宗封
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22
年后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
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顺治元
年（1644 年），清廷封关羽“忠义
神武关圣大帝”；到光绪五年
（1879年），关羽的封号又追加成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
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帝君”，
简直要把世间好词都加到关羽头
上。

如此这般，先后曾有 16位皇
帝，23 次为关羽颁旨加封，且一
个比一个高。至清朝中期，“全国
就有关帝庙30余万座，仅北京就
116 座”，其数量之多，居各种庙
之首（《文史参考》2011年 7期）。
成神就要有神性、神品，关羽的品

行恰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
格，寄托着万千民众的道德精神，
日月可鉴，妇孺皆晓，所以被尊为

“万世人极”。
关羽的人格魅力首先体现在

一个“忠”字上，其次是义、仁、勇、
烈……气贯千秋，亘古一人。而
且“赤面秉赤心”，内外一致，“隐
微处不愧青天”，磊落落、坦荡荡，
人前背后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凡成了神又被推下神坛的，人格
上一定有大缺陷，做的那些上愧
青天、下负百姓的事一旦曝光，头
上的光环便立刻消散，为人民所
不耻。

关羽还活着时，就已经跟神
差不多了，即使受挫或失败，也能
成就千古名句，被传为美谈。如

“刮骨疗毒”“华容道义释曹操”
“大意失荆州”“走麦城”……如此
生得忠勇，死得伟烈，纵然被杀，

也令人觉得不馁反雄，不丑反
美。而杀他的人反而担惊受怕、
惶惶不可终日。孙权就急忙将关
羽的首级给曹操送去，想转嫁恐
惧和祸患，曹操却将关羽的头颅
厚葬于洛阳，孙权随后也以诸侯
之礼将关羽的身躯葬于湖北当
阳。人死后仍能让曹操、孙权如
此敬畏，可见关羽已经具备了强
大的神性。然后便在各种民间传
说中频频“显灵”“显圣”，救苦脱
危，广济民生，其英灵之威在社会
上越传越神。

人变的神，之所以能越来越
神，是因为社会上正需要这尊
神。需要是因为欠缺。缺少信仰
的时代，关羽的忠忱便成了稀有
品质；商品社会唯利是图，而关羽
却是“春秋大义”“义薄云天”。当
散漫、怯懦、自私成为风气时，关
羽的勇武、骨子里的刚硬，在现代

人眼里似乎只有神才能办得到。
关羽身上集中代表了中华文化的
核心价值取向，他怎能不成神？
他的成神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成
全民意，顺乎历史潮流，因此才会

“儒佛道三教并尊，士农工商四民
同拜”，凡是人们能想得到的行
业，诸如剃头刮脸、描金制革、屠
宰典当、治病除灾、辟邪驱恶、开
饭馆、办酱园、设武馆、建学校、做
衣服、磨豆腐等等，有100多种职
业拜奉关羽为“祖师爷”或“保护
神”。他真是“万能之神”，全民崇
拜。

这又因为他曾是人，他这个
神是人的“升级版”，能实实在在
地折射出人的理想和愿望，所以
才愿意拜他、求他，相信他能理解
人间疾苦。

（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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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性格决定命运的悲剧将军

李广画像

清朝中叶全国关帝庙高达30万座——

关羽为何能被奉为神？

关羽画像 武庙之祖——解州关帝庙（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