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21日各自宣布
新一轮制裁伊朗方案。美方制裁针对伊
朗石油化工产品，英方要求金融机构中
断与伊方银行业往来，加拿大的制裁范
围涉及伊方金融和能源领域。

美国总统奥巴马21日签署总统令，
下令对伊朗重要的石化产品行业实施
制裁， 同时扩大对伊朗油气行业的制
裁。

美国《国家期刊》报道称，尽管美国
对伊朗实施了新的制裁，但是其“杀手
锏”并未使用。

伊朗经济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
道路，贸易制裁对于伊朗来说难以伤其
筋骨。因此，美国此次制裁能起到的效
果不会太大。美国并没有采取能给予伊
朗致命一击的制裁，将伊朗中央银行从
全球金融系统中踢出去。 另有分析称，
美国已打算对伊朗央行实施上述制裁。

英国政府21日宣布了针对伊朗的
新经济制裁措施，要求英国各金融机构
切断与伊朗各银行的金融联系；加拿大
也宣布将停止对伊朗出口任何与石油
化学制品、 石油和天然气有关的物资，
并基本“结束与伊朗的任何交易”，其中
包括与伊朗央行之间的合作。

法国总统萨科齐21日就伊朗核问
题致信多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建议对伊
朗采取冻结其央行资产、停止购买其石
油等新制裁措施。

俄罗斯外交部22日说，“不接受”美
国、 英国和加拿大进一步制裁伊朗，这
类举动无助于谈判。

国际原子能机构8日发布最新报
告，认为伊朗曾从事核爆炸装置研发相
关活动。这家机构的理事会18日通过决
议，支持以对话手段解决伊朗核计划。

■据新华社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日前公布的一段
有关叙利亚15岁男孩因拒绝参加支持总
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示威遭政府军枪杀的
视频在该国民众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
愤慨。

据不完全统计， 叙利亚自3月爆发冲
突以来已造成至少3500人死亡。日前曝光
的一起悲剧事件更是在民众中激起极大
愤慨———一名15岁在校学生因拒绝参加
支持阿萨德政权的示威活动，而被军警当
众开枪打死。

这名男孩名叫穆罕默德·穆拉·伊萨，

家住叙利亚东部某城镇。当时，一队军警
来到伊萨所在的学校，要求学生们参加支
持政府的示威活动， 但伊萨表示拒绝。于
是，军警先是用警棍殴打他，然后在众多
同学面前将他射杀。

一位目击者称，其中一位军官模样的
人对手下说：“再补一枪，要确定他已经死
了。”

之后有2万民众参加了伊萨的葬礼，
人们高呼他为“烈士穆罕默德”。据悉，伊
萨是叙动乱以来丧生的第282个儿童。

■据深圳特区报

美国多名前任和现任官员披露，在过
去半年间， 美国在中东的间谍网遭到重
创。黎巴嫩真主党近来挖出一批进入黎巴
嫩的美国间谍，算上在伊朗失去联系的中
情局“线人”，被捕间谍超过10人。
相互斗法，美以间谍在伊朗失踪

按照美国中情局（简称CIA）官员的
评估，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这些年一直寻
求提高反间谍能力。

中情局官员说，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建
立一个专业反间谍队伍，真主党反间谍人
员利用最新商用软件， 监控手机通信信
息，侦测异常情况并锁定怀疑对象，再逐
一排查。这一工作持续数年，真主党近来

启动抓捕行动。
一名西方国家情报官员说，自2007年

伊朗开始严密筛查本国人出境后， 美国、
英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与一些安插在伊
朗的“内鬼”失去联系。
谍影重重，CIA线人是真主党卧底

另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说，这些间谍
都是CIA招募的“线人”。他们的工作主要
包括两方面内容： 刺探伊朗境内各种情
报，打探被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的黎巴嫩
真主党的最新动态。

在20世纪80年代曾与真主党打过交
道的前CIA高官罗伯特·贝尔称， 真主党
通常会处决那些被俘的间谍或者被怀疑

是间谍的个人。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再也
见不到他们（被俘的间谍）了。这些家伙
（真主党）非常、非常残酷无情。”

还有美国官员称，中央情报局在黎巴
嫩雇佣的“线人”中存在“双面间谍”，这是
造成其他线人落网的重要原因。这些“双
面特工”假装为CIA效力，进而获取CIA间
谍的接头暗号。通过这些信息，真主党武
装至少确认了12名CIA“内线”以及多名
CIA官员的身份，进而“打入”CIA的间谍
网络内部。此外，伊朗情报部门通过网络
监控，也发现了CIA间谍在伊朗的沟通方
式。

■综合新华社、环球时报

叙15岁少年拒参加支持总统游行遭枪杀
2万民众送葬，高呼他为“烈士穆罕默德”

美英加均宣布制裁伊朗 俄称无助于谈判
中东局势·国际干预

中东局势·叙利亚

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超
级委员会”)领导人21日宣布，民主与共
和两党代表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就削减赤
字问题达成协议， 这表明该委员会自今
年8月份成立以来的减赤努力以失败告
终。这意味着美国将在2013年启动自动
减赤机制，十年内削减开支大约1.2万亿
美元， 涉及国防预算和一系列国内开支
项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表示， 如果国
会无法达成削减政府赤字的新方案，他
将对修改自动削减赤字方案的做法行使
否决权。他说，避免启动自动削减赤字方
案的唯一途径是国会重新努力达成一项
“平衡的计划”， 国会仍有一年时间来解
决这个问题。

在削减赤字问题上， 民主党人要求
增税， 并通过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就业促
进法案， 但民主党人不愿意在共和党人
主张大幅削减的医疗等社会福利领域让
步过多。 共和党人还坚决反对给年收入
超过百万美元的美国富人增税。

■据新华社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2日宣布， 将于
23日即延坪岛炮击事件一周年时举行军
事演习。

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演
习旨在检验军队应变能力， 陆海空三军
参与，内容包括机动训练和攻击训练，地
点靠近延坪岛。

参演主战装备包括K—9自行火炮、
KF—16战斗机、F—15K战斗机、“眼镜
蛇” 武装直升机以及一艘4500吨驱逐
舰。

2010年11月23日，韩国和朝鲜在延
坪岛地区发生相互炮击事件， 双方均指
责对方首先开炮。

朝韩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边界划分
上一直存在分歧。

“北方界线”是韩国在包括延坪岛在
内的“西海五岛”与朝鲜西部海岸之间单
方面设定的海上分界线。朝鲜不予承认，
于1999年设定了比“北方界线”更为靠
南的海上分界线。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 韩国增强这一
地区驻军力量，为军队配备多管火箭炮、
“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等装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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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西双
版纳有位乡村
医生， 人称赤
脚张大仙 ，有
一偏方治失眠
百试百灵 ，省
城很多人都慕
名去求药。

赤脚 张大
仙原名张宁禄， 当年知青下乡到西双版
纳，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患上了严重
失眠， 每晚翻来覆去最多能睡 2、3 个小
时，长期失眠，他变的消瘦，抑郁烦躁。 幸
好他家世代行医，他也略通医术，就开始
自行配药，经过几年专研，终得一奇方：采
当地野生灵芝，用鲜牛奶浸泡，阴干后与
天麻、松花粉同碾成末，每晚用温牛奶送
服，仅用 3 天，睡眠时间明显延长，连服一
个月，轻松入睡，一觉睡足 8 小时，头痛、
抑郁、记忆力减退等全部消失。 因此当地
人称他为张大仙。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 赤脚张将此方

无偿捐献给
国家， 经相
关科研部门
研 究 证 实 ，
方中“牛奶
与 灵 芝 ” 能
生成一种多
肽 氨 基 酸 ，
能 濡 养 神

经，降低大脑皮层兴奋度，恢复神经自我
调节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

武汉名实生物科技在原方基础上优
化改良，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药效，国家将其命名为“怡睡方”，同时获
得国家专利。 多数患者服用当日即可明显
感觉睡眠质量提高，2 疗程告别失眠，极少
反复。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236 咨询，或
到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鞋
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各地市可免费送货上
门，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30 年的老便秘，只需服用一粒就通便，而且不

腹泻、不腹痛，如今此药已经使数十万患者受益，
而这个药方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孝顺
博士为父治病的故事。

谈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博士，是有名
的孝子，曾经他的父亲患有严重便秘，平日腹胀难
忍，多方治疗也不见成效。谈博士有些汗颜，自己身
为医生连父亲的便秘都治不好。所以下定决心为父
亲一定要攻克便秘！ 他查遍古今研究发现，便秘是
由虚证引起：气虚则肠无力、蠕动慢；血虚则津液
少、无法润滑大肠。所以治疗便秘要以补养为主。常
规药物以导泻为主，越泻越虚，便秘就更加严重！

经多年研究谈博士创造性的选用三参（苦参
10 克玄参 7 克、西洋参 15 克），并以辅以芦荟 5
克、厚朴、枸杞各 10 克，蒸煮熬焙，每日一次。谈父

服用后，果然神奇，即没腹泻，
也没腹痛。 2 个月便秘康复，以
后一天一次香蕉便。 谈博士总
结此方可大补气血、协理阴阳，
给肠道直接补充营养， 当天即
可顺畅排便。如今谈父已 70 多
岁高龄身体健朗， 连感冒都不
容易得，精气神十足！谈父对其

说，别总想着治大病，治好便秘也是造福百姓！ 于
是，谈博士将该方报请国家批准生产，并利用美国
生物技术提纯浓缩，服用一粒即可松软排便，所以
被国家命名为“排毒一粒通”。

不腹泻、不腹痛，排香蕉便，无效退款！ 谈博
士不仅对父至孝，对患者也是高度负责，工作一
丝不苟， 成绩斐然， 故被国家授予五一劳动奖
章。 出于对患者负责，谈博士保证，绝大多数患
者仅需一粒，严重患者服用两粒，12 小时即可排
出香蕉便，2 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可停药，5 日内
无效可全额退款 ! 患者可拨打 0731-82083489
咨询。 据悉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
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洲平
和堂药号已取得首批经营权。各地市可免费送货
上门，货到付款。

武汉一孝子为父创奇方

一粒通便秘

抓获十余美间谍 美英加宣布对伊朗实施制裁

伊朗黎巴嫩联合绞杀美间谍网

延坪岛炮击事件一周年
韩国举行海陆空军演

美国会“超级委员会”
宣布减赤努力失败

11月2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务院，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右）和财政部长
蒂莫西·盖特纳宣布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新措施。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