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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白俄罗斯发布
德国“构陷”俄罗斯“证据”
白俄罗斯国家媒体4日发布一段录音，以显示德国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发布假消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一天称纳瓦利内遭“未遂暗杀”。不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方尚未见到证据。

事件背后的俄欧角力
围绕所谓的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口

水战”不断、角力持续。欧盟方面呼吁对事件展开调查和考虑对俄采取“限制
措施”，俄方则称这是西方国家又一次构陷俄罗斯。

分析人士认为，“中毒”事件让本已缺乏互信的俄欧关系进一步恶化，或
将影响俄罗斯与德国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俄外长：

纳瓦利内事件
与俄前特工
“中毒”事件相似

据新华社莫斯科 9月 4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
夫4日表示，所谓的俄反对派人士
纳瓦利内中毒事件与俄前特工斯克
里帕尔及其女儿“中毒”事件相似。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拉夫罗夫
当天在出席记者会时说，纳瓦利内
在飞机上出现不适情况后，俄方立
刻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救治。纳瓦利
内在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相
关人士不断要求俄方更新消息，而
纳瓦利内在德国接受治疗期间，却
没有人要求德方公布相关信息。

拉夫罗夫说，“这一切都在按照
老剧本发展”，当前事态让人想起斯
克里帕尔及其女儿“中毒”事件，俄
方遭受公开指责，但英方至今仍对
相关调查结果保密，斯克里帕尔父
女也没有现身。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
洛金同日表示，所谓的“纳瓦利内中
毒”实际上是一起针对俄罗斯的“有
预谋的行动”，旨在对俄实施“新的
制裁”。

2018年3月4日，俄罗斯前特
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威尔
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张长椅上
昏迷不醒。英国警方说，两人中了
神经毒剂。英国政府说，事件中出
现的毒剂是军用级别神经毒剂“诺
维乔克”，俄罗斯“极有可能”与事件
有关。俄政府对此坚决否认，认为
英国的指控意在抹黑俄罗斯。此事
发生后，西方多国集体驱逐俄外交
官，俄方也报以对等行动。

搜救人员4日继续在黎巴嫩首都贝
鲁特搜寻一名大爆炸疑似幸存者。探
测仪显示，瓦砾下的心跳次数较前一天
变慢。

搜寻地点是一座遭炸毁的建筑，底层
曾是酒吧。智利搜救队员携带的搜救犬
2日对气味作出反应，搜救队员3日晚上
用探测仪发现瓦砾下有心跳。

由于瓦砾结构不稳定，对搜救队员生
命构成威胁，搜救3日暂停，等待第二天
重型装备入场。

4日，智利和黎巴嫩搜救队员在一
台起重机的协助下恢复搜救。一名搜

救人员说，探测仪显示，瓦砾下的心跳
由前一天的每分钟16至18次下降至大
约7次。

智利搜救队队长说，仍不能确定是否
有幸存者。一名协助搜救的法国工程师
说，已经两次用立体成像扫描设备在瓦砾
下探测，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或尸体。

贝鲁特港口区8月4日发生剧烈爆
炸，至少190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一
些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爆炸具体原因
目前仍不清楚。爆炸前港口仓库存放的
数千吨化学物质硝酸铵成为怀疑重点。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黎巴嫩大爆炸瓦砾下“幸存者”心跳变慢

美国执法机关发现了一幅近20年前
失窃的意大利古画，计划将它归还原主。

美国国土安全部入境与海关执法局
3日发布声明说，在达拉斯找到了意大
利塞斯托-迪雷盖纳一家修道院2002年
失窃的画作。这幅画名为《圣母蒙召升
天》，由意大利画家朱塞佩·帕皮尼于
1851年创作。

声明说，入境与海关执法局驻罗马工
作人员2019年得到线索，查明达拉斯一
名私人藏家2015年买下这幅画，经手中
间商不知道这幅画是赃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收藏者知
道这幅画的来历后自愿把画交给入境与
海关执法局，由执法局安排归还事宜。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美执法机关拟归还意大利失窃古画

有没有想过一睁眼就看见一匹骏马，
不下床就能抚摸它光洁的鬃毛？英国一
家马厩变身成酒店客房，满足爱马人士与
马共眠的梦想。

英国《泰晤士报》4日报道，这家由马厩
改造而成的酒店名为“马厩住宿”，位于英
国坎布里亚郡卡特梅尔。客房内有一张高
低床，紧挨马匹休息区域，用一道透明隔断
分开。住上铺的客人可随时抚摸住在隔壁
的马，还能在床上喂马吃胡萝卜。

房间有烛光装点，配有迷你冰箱和微

波炉，还有一个可冲淋浴的卫生间。马匹
休息区有水和干草。马厩备有各种照料马
匹的工具。客人还可以为马鬃毛编辫子。

客人可选择与名贵黑马弗里斯马共
眠，也可与设得兰矮种马为伴。酒店网站
显示，“马厩住宿”一晚费用为250英镑
（约合2772元人民币）。

经营这家马厩酒店的“黑马有限公
司”所有者特雷西·亚历山大说，这些马匹
经过专门调教，愿意与人为伴。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与马共眠 马厩变身客房

随着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减少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电动滑板车在韩国首都圈的流
行度明显上升。不过，有关“乱停车”的投
诉相应激增：这种小型代步工具被人停放
在斑马线、店门口，甚至还有马路中央……

韩国《中央日报》日前报道，韩国首都
首尔及周边地区的政府部门和交管部门近
来屡屡接到投诉，涉及的电动滑板车乱停
放地点五花八门，例如地铁出口、马路中
央、商店大门口、轿车停车位、人行道、斑马
线，有时绊倒行人，有时迫使汽车绕行。

知情人士介绍，不少电动踏板车属于
“共享经济”，类似于共享自行车，只是停
放起来比共享自行车“更加随意”。

一名首尔江东区政府交通政策管理
部门工作人员说：“我们每天接到至少10
桩有关电动滑板车乱停放的投诉……但
是等我们赶到现场，共享电动滑板车往往
已经被其他用户骑走了。所以，我们实在
是很难监管这类乱象。”

韩国反腐败和民权委员会数据显示，
韩国2018年全年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投诉
为511桩，2019年飙升至1927桩，今年
截至7月底已经达到1951桩。

首尔市政府着手与16家共享电动滑
板车运营商探讨规范管理事宜，例如专门
划定电动滑板车的可停放区域。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共享电动滑板车“乱停成灾”

哥伦比亚：我们跳舞吧！

9月5日，一名男子带着自己的宠物参加在泰国曼谷举办的宠物博览会。
泰国宠物博览会于9月3日至6日在曼谷举行。 新华社/法新

泰国宠物博览会

默克尔
纳瓦利内中了“诺维乔克”

俄政府要作出回答

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4日晚上播放一段
录音，称是一名德国官员与一名波兰官员之
间的对话。

录音长度将近一分钟，两人用英文对话，
相互称呼对方为“迈克”和“尼克”。德国官员

“尼克”说，纳瓦利内“中毒”的相关材料已经
准备就绪，将呈交给德国政府，等候总理安格
拉·默克尔发表声明。

波方官员问下毒是否属实，得到的回答
是：“听着，迈克，在这件事里，那不重要。这
是一场战争。战争要不择手段。”

“迈克”说，必须设法阻止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把鼻子伸进”白俄罗斯国内
事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陷在俄罗斯国内
问题里”。

纳瓦利内是俄反腐基金会创始人，8月
20日在俄罗斯乘坐国内航班途中感到身体
极度不适。飞机紧急降落在俄鄂木斯克市，
纳瓦利内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救治，稍后被
送往德国柏林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德国院方9月2日发表声明，说纳瓦利
内的症状有所改善，但仍未脱离危险。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 2日发表声明，
称纳瓦利内中了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她
对这一事件予以强烈谴责，要求俄政府作
出回答。

白俄罗斯8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卡
申科高票连任。白俄罗斯随后多次发生较大
规模抗议活动，质疑选举结果。一些西方国
家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重新选举并打算实
施制裁。俄方承认卢卡申科当选，坚决反对
外部势力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特朗普
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
我们还没看到证据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3日在明斯克
会见到访的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时曾透
露，在德方声称纳瓦利内“中毒”前，白军事
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和波兰官员关于此事
的无线电通话。卢卡申科说，德国有关纳
瓦利内“中毒”的说法不实，“纳瓦利内没有
中毒”，他还说，白方将向俄方转交此次截
获的全部材料。

北约 4 日召开会议，听取德方就“中
毒”事件所作报告。北约秘书长廷斯·斯托
尔滕贝格在会后称，“确凿证据”显示纳瓦
利内中了“一种军用级别毒剂”，是“暗杀未
遂”事件。

他要求俄方“必须回答一些严肃问题”，
必须配合“国际调查”。

两年前，英国政府称一名栖身英国的前
俄罗斯特工及其女儿遭俄方“下毒”，所用毒
剂也是诺维乔克。

英国、美国等一批西方国家驱逐俄罗斯
外交官，欧盟和美国对俄方施加制裁。俄方
坚决否认下毒，同样驱逐一批西方外交官。

4日被问及纳瓦利内“中毒”事件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我不知道究竟发
生了什么。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不该发
生……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但我会
关注。”

“如果这是真的，我会很生气。”特朗
普说。他没有提及会对俄方采取什么样
的措施，只强调“我是迄今对俄罗斯最强
硬的人”。

特朗普同时说，美俄正在进行的军控谈
判眼下是“最重要的事”。

惠晓霜（据新华社专特稿）

俄发言人
德方仍未提供证据

俄面临一场“典型的信息战”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4日说，俄方仍没有
收到德方就纳瓦利内“中毒”提供的证据。

俄方2日呼吁不要把这一事件“政治化”，表示愿意与德
方“全面合作”，呼吁德方提供相关信息。

“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拉夫罗夫说。他强调，纳瓦利
内在飞机上出现不适后，立即获得救治，“阿列克谢在（鄂木
斯克医院）度过的一天半时间里，每一个小时我们都听见要
求，要我们立即回答发生了什么事”。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2日说，俄面临
一场“典型的信息战”，发声的并不是医疗机构，而是一些“政
客”，“只是一些政治声明”。她说，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
盖·涅恰耶夫曾向德方询问多项关键信息，但是没有回音。

扎哈罗娃对德方向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通报情况同时，却对俄方提供信息的要求置之
不理表示不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2日说，纳瓦利内
被转送德国前，俄方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毒物。鄂木斯克权威
毒理学家亚历山大·萨巴耶夫4日重申，没有发现毒物，且“任
何外部因素、哪怕没吃早饭都可能导致身体状况突然变差”。

“北溪-2”前景难料

分析人士认为，围绕纳瓦利内“中
毒”事件，俄欧双方目前仍停留于“口水
战”阶段，未来欧盟是否会出手制裁，“北
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是否会被叫停，
目前仍难预测。

默克尔上周对媒体表示，德国政府认
为应该完成“北溪-2”项目，把商业项目和
纳瓦利内事件联系到一起“不恰当”。

不过，随着纳瓦利内系“中毒”这一
化验结果在德国公布，德国朝野政党关
于暂停“北溪-2”项目的呼声渐高，令政
府压力陡增。比如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
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和自由民主党
副主席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布斯多夫都
主张利用天然气问题向俄方施压。

德国政治分析师米夏埃尔·施特佩
尔认为，西方认定纳瓦利内“中毒”是无
可置疑的事实，默克尔除了给予谴责，言
辞模糊的空间很小。但如果德国对俄采
取行动，“北溪-2”项目可能会受到影
响，德国将在经济上遭受损失，默克尔须
仔细权衡。

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
科尔图诺夫表示，对于俄与西方的信息
战来说，“中毒”案如同火上浇油，在白俄
罗斯政治危机背景下，俄与西方关系正
常化的可能性近期降至最低。

（据新华社北京9月 5日电 记者
栾海 张远 任珂）

俄方严厉驳斥

对于欧盟的指责，俄外长拉夫罗夫4
日表示，俄方在纳瓦利内事件上没什么
可隐瞒，目前围绕纳瓦利内发生的事“都
是老套路”。拉夫罗夫指出，俄方质疑西
方政界人士那些夸大其词的声明，后者
除了虚伪地慷慨陈词外拿不出事实。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 3 日
在莫斯科表示，不排除纳瓦利内“中毒”
案是西方情报机构暗中安排的可能。
他说，俄方医生对纳瓦利内进行过彻底
体检，并保证他在俄境内时没有任何中
毒迹象。

另据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4日晚报
道，白情报部门日前截获了据称是“华沙
与柏林之间”关于纳瓦利内“中毒”案的
一段英语电话。当被称为“迈克”的华沙
人士询问“纳瓦利内中毒能否被证实”
时，被称为“尼克”的柏林人士回答说：

“这不那么重要，现在是‘战争’，战时任
何手段都是好的。”“迈克”还表示，应让
试图“介入白俄罗斯事务”的俄方陷入自
身难题。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4日回应说，俄联邦安全局将向总统
普京汇报已由白方递交的录音情报。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
员会副主席切帕4日评论说，被白方截
获的录音说明，“西方是因为其在白俄罗
斯挑拨离间的企图失败而借助纳瓦利内
向俄挑衅”。

欧盟要求调查

欧洲议会多名议员日前致信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要求对纳瓦利内“中毒”事
件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同时
表示“极度怀疑”俄罗斯是否有意
愿查出事件的“真正背景”。他们
呼吁欧盟就此事制裁俄罗斯。

博雷利 3 日晚间表示，各国
应集体回应该事件并考虑采取

“限制措施”。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4

日也呼吁对纳瓦利内“中毒”事件
开展国际调查，并要求莫斯科向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相关细节。

俄反对派人士、俄反腐基金
会创始人纳瓦利内 8 月 20 日在
乘坐俄国内航班途中感到身体
极度不适。飞机紧急降落鄂木
斯克市后，纳瓦利内被送往当地
一家医院救治，随后被送往德国
柏林接受治疗。据媒体报道，纳
瓦利内的症状有所改善，但仍未
脱离危险。

德国政府9月2日发表声明
说，纳瓦利内中了一种“诺维乔
克”类型的神经毒剂。德国总理
默克尔随后强烈谴责这一“中
毒”事件，要求俄罗斯政府对此
事做出回答。

9月4日，在哥伦比亚卡利，一名女子翩翩起舞，为夜总会重新开业进行预热。
新冠疫情使哥伦比亚夜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很多夜总会濒临破产。 新华社/法新

纳瓦利内（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