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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对其基
本药物清单中的抗生素类药物
进行40年来最重大的修订，首
次将此类药物细分为三类，并
就每类的具体使用场景提出建
议。 这一分类将有利于缓解病
菌耐药性问题， 确保患者有药
用、用对药。

在新版本的《世卫组织基
本药物标准清单》中，抗生素
类药物被细分为“可广泛使
用”、“谨慎使用” 及“保留使
用”三类。

“可广泛使用”的抗生素包
括用于治疗各类普通感染的药

物，如治疗肺炎的阿莫西林等，
使用这类药无特殊场景、 时间
限制；“谨慎使用” 类是针对少
数感染的首选或次选药物，如
常用于治疗膀胱炎、 细菌性鼻
窦炎和细菌性支气管炎等上呼
吸道感染的环丙沙星， 这类药
今后应大幅降低用量以避免增
加耐药性；“可保留使用” 类包
括用于治疗肠胃炎的黏菌素以
及头孢菌素类药物等， 只应用
于最危急的情况， 如多重耐药
菌感染危及生命， 其他药物都
已失效后， 作为最后的治疗手
段。 ■据新华社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6月7日报道， 美国联邦
调查局近期派出一个调查组前
往卡塔尔首都多哈， 协助卡政
府调查卡塔尔通讯社遭黑客攻
击一事。

联邦调查局官员通报调查
进展时透露， 他们怀疑俄罗斯
黑客入侵卡塔尔通讯社网站并
植入虚假新闻， 进而引发中东
多国与卡塔尔断交的风波。

归咎假新闻

按卡塔尔方面的说法，卡
塔尔通讯社的网站和社交媒体
推特账号5月24日清晨遭黑客
入侵，发布一则虚假声明。声明
杜撰了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
首）的讲话，内容涉及地区政治
话题， 并称因与美国关系紧张，
将召回驻周边若干国家的大使。

卡塔尔政府随即澄清，国
家通讯社遭黑客攻击， 将调查
事件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尽管
如此，沙特等国反应强烈，纷纷
指责卡塔尔政府以及受到卡塔
尔政府支持的半岛电视台。

本月5日，沙特、阿联酋、巴
林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指
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
破坏地区安全局势。 随后又有
多个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
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
萨尼在接受CNN采访时说，美

国联邦调查局已经确认卡塔尔
通讯社遭黑客入侵并植入虚假
新闻，并称该国面临的“集体断
交”危机都是错误信息所致。

俄黑客再“躺枪”？

CNN6月7日报道， 美国安
全部门目前收集到的情报指向
了俄罗斯黑客， 认为他们是上
月攻击卡塔尔通讯社、 植入假
新闻的幕后黑手。

报道称， 美国政府官员认
为俄罗斯此举似乎意在离间美
国及其盟友。近几个月，法国、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选举期间都
出现了疑似俄方发起的网络攻
击，包括植入虚假新闻报道。

按CNN的说法， 暂不清楚
美国方面能否确认， 入侵卡塔
尔通讯社的黑客是来自俄罗斯
的犯罪组织， 还是被指干预美
国大选的俄罗斯情报部门。

近来， 北约和欧盟国家多
次指责俄罗斯发动黑客攻击、
干涉他国选举等事务。 俄罗斯
多次反驳这类说法， 坚称无意
介入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日
播出的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的专访中， 他再次澄
清， 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
选举的说法失实，相反，美国才
是四处干涉他国选举的国家，
然后娴熟地让俄罗斯背黑锅。

■据新华社

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伊朗议会大楼和德黑兰南部
的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陵外
6月7日分别发生袭击事件。
当地媒体援引伊朗紧急事务
部门负责人的话说， 目前两
起事件已造成至少 12人死
亡、39人受伤。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议
员兰杰巴尔扎徳的话报道
说，4名武装分子当天上午闯
入伊朗议会大楼并开枪射
击， 其中一名袭击者还在议
会大楼4楼引爆身上的爆炸
装置。

同日， 德黑兰南部的伊
朗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陵外
也发生枪击事件。 据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一
名武装分子还在霍梅尼陵外
一家银行门口引爆身上的爆
炸装置。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
道， 有6名袭击者已被击毙。
有报道说，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

“萨德”环评将重启 或推迟一年部署
已部署部分将原封不动，是否追加部署需等待评估结果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相关人
士6月7日表示， 政府将对“萨
德” 部署地进行全面环境影响
评估， 是否追加部署需等待评
估结果。

据韩联社报道， 这名相关
人士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政
府将对“萨德”部署地的实际用
地面积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
估。 针对是否可能追加部署的

提问，这名人士表示，应等待环
境评估结束后再做决定， 部署
“萨德”的程序并未紧迫到需要
省略环境评估的程度， 已部署
的部分将原封不动。

当地分析人士称， 由于大
规模环境评估程序复杂且耗时
长，“萨德” 反导拦截弹发射车
辆部署就位及系统完全启动的
时间或将推迟至明年。

韩国国防部官员6月6日
说，针对“萨德”在韩部署事宜，
国防部方面已准备重新进行一
场大规模的环境评估。 完成新
评估可能需要一年时间，“萨
德” 部署工作也将因此推迟或
暂停。

此前一天， 青瓦台方面指
责国防部试图把“萨德”对周围
环境影响的评估过程“大事化
小”，要求彻查此事。6月7日，青
瓦台相关人士表示， 政府将对
“萨德”部署地进行全面环境影
响评估， 是否追加部署需等待
评估结果。

环评“猫腻”遭曝光

韩国国防部官员6月6日向
韩联社记者透露，青瓦台要求彻
查“萨德”环境评估过程后，国防
部已着手开展准备工作，将进行
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评估，预计可
能耗时一年左右。

根据这名官员的说法，国
防部将就此事与青瓦台方面沟
通后再制定详细方案， 具体计
划尚未确定。

这名官员同时透露，目前，
针对“萨德”用地的小规模环境
评估正在进行中， 预计将于本
月底结束。

此前一天， 青瓦台方面表
示，经调查发现，国防部在“萨
德” 环境评估过程中存在“猫
腻”，试图“大事化小”，绕过相
关法律规定。

根据韩国相关法律， 要在
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的土地建

新设施时， 必须首先通过全面
环境评估， 以确定对周围环境
影响的程度。

韩国为美军提供的“萨德”
部署地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
米， 按规定本应接受大规模环
境评估。不过，根据青瓦台方面
的说法， 国防部把这块地分两
批提供给美军， 第一批面积为
32万平方米， 刚好避开全面环
境评估的规定， 只需接受小规
模非正式评估。 余下的部分稍
晚些提供， 也设法躲过了大规
模环境评估。

部署进程或推迟

青瓦台方面发起这次调
查，主要原因是要查明“另有4
台发射架秘密运抵韩国”一事，
而环境评估的“猫腻”正是在这
一调查过程中被曝光。

上月30日， 青瓦台方面表
示， 总统文在寅获悉除目前已
在韩部署的两台“萨德”系统移
动发射架外，另有4台发射架已
经秘密运抵韩国，感到“非常震
惊”，要求彻查。

针对环评“猫腻”问题，青
瓦台方面也将继续深挖， 找出
是谁想出“大事化小”的方法避
开全面环境评估。

目前韩国国内要求重新审
视“萨德” 部署问题的呼声高
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萨德”
对策特别委员会5月12日召开
记者会，呼吁中断部署“萨德”
系统，并要求对部署“萨德”履
行国会审批程序。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6月6日在微博客网站推特发文，夸
口中东几国针对卡塔尔的外交举动说明他上月的中东之行“已经
见效”。 有西方媒体评论， 特朗普这番表态是在这场外交风波中
“选边站”。不过，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同一天对卡塔
尔支持美军在乌代德空军基地驻兵表示感谢，并且拒绝回答记者
有关卡塔尔是否支持恐怖主义的提问。

现阶段，美国在卡塔尔驻兵大约8000人，卡塔尔乌代德空军
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空军基地。

俄黑客又“摊事”？
这次是卡塔尔断交风波

巴黎再现袭警案
法安全局势引关注

法国著名景点巴黎圣母
院前广场6日下午发生一名
男子持械袭击警察事件，造
成一名警察受伤， 作案男子
最终被警察开枪制服。

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科
隆说，这名男子在袭警时高呼
“为了叙利亚”。他还自称是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

自2015年遭受多起恐怖
袭击以来， 法国一直处于全
国紧急状态， 但类似袭击事
件仍时有发生。科隆说，打击
恐怖主义是新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面临的“头等大
事”。 ■据新华社

伊朗两起袭击事件
致12死39伤

青瓦台：“萨德”追加部署需等待环评结果

进展

世卫组织首次提出抗生素分类标准

卡塔尔断交风波 特朗普推特“邀功”链接

这是4月27日拍摄的韩国民众在首尔光化门广场参加反对部署“萨德”集会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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