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3日宣布
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断绝一切外交关系，限令哥
方外交人员24小时内离境。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党领袖瓜伊多23日试图从哥伦比亚和巴西边境向委境内
强行运送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物资并未通过委军方把守的边境线。

当天委国内发生的抗议活动也基本得到控制。
分析人士指出，23日是瓜伊多为“援助”物资进入委境内设定的最后期限，委总统

马杜罗领导的政府顶住多方压力未让瓜伊多实现目的，赢得了“关键日”较量的胜利。
但未来委反对党与外部势力很可能加紧对委政府施压，委局势仍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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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委内瑞拉局势

瓜伊多23日说，他25日将与美
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大会晤。一些美方官员向路透
社记者证实这一消息。

彭斯定于25日抵达波哥大，与
利马集团成员国外交部长讨论委内
瑞拉局势。

美国政府一名官员22日说，依

据美方物资23日能否顺利进入委内
瑞拉，美方和其他与会方可能商讨决
定追加对委方“援助”，还是进一步制
裁马杜罗政府。利马集团由阿根廷、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
等13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加拿大组
成，一些成员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
拉“临时总统”。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3日
在社交媒体威胁马杜罗政府，称美方
将“采取行动”。

马杜罗23日在集会上警告，如
果美国胆敢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
势，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将倾尽全力
反击。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蓬佩奥威胁称美方将“采取行动”

限令哥方外交人员24小时内离境

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断交
马杜罗警告，如果美国胆敢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势，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将倾尽全力反击

马杜罗23日在一场集会上说：
“我们无法容忍（美国）利用哥伦比
亚领土对抗委内瑞拉，因而决定与
哥伦比亚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哥方使领馆所有人员必须24小时
内离境。”

哥伦比亚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
否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承认胡
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总统”。声明
说：“哥伦比亚方面一直以人道主义
和和平方式行事，将继续这样做。”

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卡洛斯·奥
尔梅斯·特鲁希略说，为确保哥方外
交人员安全，将尽快把他们撤出委
内瑞拉。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成员
瓜伊多1月23日自任“临时总统”，
获得美国、哥伦比亚等国政府承认。
马杜罗随即宣布与美方断交。

为防止美方“援助”物资经由哥
伦比亚入境，委内瑞拉22日关闭与
哥伦比亚交界地带3座大桥。

哥伦比亚否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

委内瑞拉反对派及其支持者23
日试图把美国提供的“人道援助”物
资从邻国运进委内瑞拉，遭到委内瑞
拉军方阻止，双方在边境爆发冲突。

在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陪同
下，瓜伊多当天现身哥伦比亚边境城
市库库塔，鼓动委内瑞拉军方停止支
持马杜罗，放行“美援”。

瓜伊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庆祝”装载物资的汽车从巴西入境
委内瑞拉。不过，多家媒体随后报

道，反对派没有能突破委内瑞拉军
方拦阻。

美联社报道，两辆卡车在巴西与
委内瑞拉边界遇阻，正原地待命；路
透社报道，至少两辆装载物资的卡车
从哥委边界返回仓库。

反对派称军方阻拦“援助”物
资入境时施放催泪瓦斯和发射橡
皮子弹。

瓜伊多说，会继续施压马杜罗政
府放物资入境，或探寻其他路线。

瓜伊多鼓动委内瑞拉军方停止支持马杜罗

国际观察

委政府赢得“关键日”较量 反对势力或加紧施压

瓜伊多1月23日宣布自己为委
“临时总统”，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
随即对他表示支持。为逼迫马杜
罗下台，美国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委
制裁，恶化委经济形势，一方面提
供“援助”，并不断施压要求委政府
接受。委政府予以拒绝并指责美
方“援助”是为军事干预做准备。

“援助”问题成为当前委局势的一
个焦点。

围绕“援助”物资入境，23 日委
内瑞拉与哥伦比亚及巴西边境多
个地区发生冲突事件，主要发生地
点为连接委哥边境的西蒙·玻利瓦
尔 国 际 大 桥 以 及 桑 坦 德 大 桥 附
近。为使“援助”物资进入委境内，
部分当地居民和反对党支持者设
置路障、焚烧车辆，并向驻守大桥
的军警投掷石块。委军警则主要

使用盾牌防御并用催泪瓦斯驱散
人群。冲突中，一辆载有“援助”物
资的卡车被引燃，反对派与政府互
指是对方所为。

在委巴边境，当天也有两辆载
有“援助”物资的货车试图进入委
境内，但同样无法通过军队驻守
点。两辆货车最终于当天下午主
动折返。

哥伦比亚方面 23 日晚宣布，当
天运出的“援助”物资已被运返哥边
境城市库库塔的储存中心。

瓜伊多当天多次通过社交网络
推特账户宣布，“人道主义援助”物
资已顺利从巴西和哥伦比亚边境进
入委境内，但随后不少国际和当地
媒体都对此辟谣，指出委军队没有
放任何物资入境，瓜伊多所说不实。

此外，委反对党支持者当天在

首都加拉加斯和全国多个城市举行
游行活动，要求政府对“援助”物资
放行。作为回应，执政党支持者也
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举行游行活动，
拒绝外部干涉。虽然双方游行人员
数量众多，但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和
人员伤亡。

分析人士认为，马杜罗政府在
多方施压下表现克制，委军队在高
压考验下表现出良好的忠诚度、素
质和纪律，不但成功阻止了反对派
的“闯关”图谋，也没有发生特别重
大的人员伤亡。

委政治分析家德尔加罗认为，
马杜罗目前暂时稳住了局势，瓜伊
多则被自己发布的虚假消息“打
脸”，而且没有实现此前许下的让

“援助”物资23日入境的承诺，其形
象将受到一定负面影响。

政府挫败“闯关”图谋

在应对边境“闯关”图谋和国内反
对派示威的同时，委政府也表达了将
继续斗争下去的决心。马杜罗当天在
执政党支持者的集会活动上严厉谴责
反对派和外部势力煽动策划骚乱，并
强调他会继续执政“许多年”，继续为
委内瑞拉实现独立自主而战斗。

另一方面，瓜伊多和美国方面面
对“援助”物资的“闯关”失败，加大了
对马杜罗政府的指责和威胁。

瓜伊多23日晚在库库塔发表声
明，指责马杜罗政府“滥用权力”并用
暴力手段阻拦“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入境和焚烧装有物资的车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通过社交媒
体指责马杜罗政府使用暴力，博尔顿
还要求委军方尽快选择“民主道路”。

委政治分析家斯特林认为，近
期美国和利马集团很可能继续扩大
对委制裁和采取更强硬措施，马杜
罗政府仍面临相当大的外部压力。
不过，目前巴西对委态度谨慎，欧盟
也在委同意通过联合国机制接受欧
盟人道主义技术援助后不再加紧施
压，马杜罗政府的外部环境与之前
相比稍有改善。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2月23日电）

双方较量将持续

2月22日，美军事人员坐在一架即将飞往哥伦比亚的C-17运输机驾驶舱中。据报道，美国迄今已向委内瑞拉邻国
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运送数百吨物资。委政府拒绝接受并指责美方是为军事干预做准备。 新华社/法新

首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欧盟峰会2月
24日至25日在埃及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举
行。图为2月23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拍摄的国
际会议中心。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摄）

首届阿盟—欧盟峰会举行

2月22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总统巴
希尔在总统府发表讲话。

苏丹总统巴希尔22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苏丹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同时宣
布解散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 新华社/法新

苏丹总统宣布进入
为期一年的国家紧急状态

金正恩启程参加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平壤2月24日电 据朝中社24日报
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3日下午已乘坐专列
离开平壤，启程参加即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
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报道说，为参加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河内
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和会谈，金正恩于
23日下午乘专列离开平壤。这是朝鲜媒体首次
公开此次会晤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雅加达一处港口发生火灾
大量渔船受损

2月23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起火的港
口冒出浓烟。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处港口23日发生火灾，
大量渔船受损。 新华社/路透

这是2018年10月24日丽玛·宾特·班达尔
公主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出席会议时的资料照片。

沙特阿拉伯方面2月23日宣布任命丽玛·宾
特·班达尔公主为驻美国大使。她将是沙特首名驻
美国女大使。丽玛公主的父亲班达尔·本·苏丹亲王
曾担任沙特驻美国大使长达22年，丽玛公主曾随父
亲在华盛顿生活，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
学专业。2016年，丽玛公主被任命为沙特体育总
局下辖女性体育事务部门的副主席。她积极推动
沙特女性参与工作，改善女性权利。 新华社/法新

沙特任命首名驻美国女大使

新华社洛杉矶2月23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航天局 23日公布了

“新视野”号探测器发回的一组图
片，揭开了人类迄今探测的最遥远
太阳系天体——“天涯海角”的地
貌特征。

新年第一天，“新视野”号以约5
万公里的时速从距“天涯海角”仅
3500公里处飞过，完成人类探测史上
最遥远的一次星际“邂逅”。

这些最新图像是“新视野”号上
的远程侦察成像仪拍摄的，摄于“新
视野”号飞越“天涯海角”前的 6分
半钟。图像的分辨率为33米，这是

“新视野”号迄今传回的像素最高的
照片。

这些高分辨率的照片展示了“天
涯海角”许多地表特征，比如发现一些
明亮而神秘的圆形区域，在晨昏线附
近有一些暗的小深坑。任务团队正在
研究这些地貌的成因。

任务团队表示，这些照片的空
间分辨率高，视角独特，有助于研究

“天涯海角”的地表特征以及起源和
演变。

“新视野”号项目首席科学家艾
伦·斯特恩说，拍摄这些照片需要精确
定位“新视野”号和“天涯海角”的位

置，因为它们以极高速度擦肩而过，相
互位置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这比
2015年“新视野”号飞越冥王星时更
难观测。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边缘柯伊
伯带，距太阳大约65亿公里，比冥王
星还远约16亿公里。柯伊伯带被认
为隐藏着大量冰冻岩石小天体，它们
可能还完好保存着太阳系刚刚形成时
的信息。

“新视野”号探测器于2006年1
月发射升空，旨在实现人类首次对冥
王星等柯伊伯带天体的探测任务，寻
找有关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线索。

美“新视野”号传回高清照片 展示“天涯海角”地貌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边缘柯伊伯带，是人类迄今探测的最遥远太阳系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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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伊多在反对党支持者集会上，对支持者发表讲话（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孟加拉国一民航客机
遭劫持迫降
嫌疑人被特种部队击伤后不治身亡

据新华社达卡2月24日电（记者刘春涛）孟
加拉国军方消息人士24日说，孟加拉国航空公司
一架客机当天起飞后遭劫持，在该国吉大港市的
机场紧急迫降。机上乘客安全，劫机事件的嫌疑
人被特种部队击伤后不治身亡。

当地时间17时40分左右，一架从达卡经吉大
港飞往迪拜的客机当天在吉大港机场紧急迫降。
机上142名乘客首先撤离，1名男性嫌疑人和7名机
组成员滞留在客机上，特种部队随后控制了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