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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7日电（记者王钟毅）太
子港消息：海地总理克洛德·约瑟夫7日说，海地
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当天在家中遇刺身亡。

约瑟夫7日通过电台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1
时，莫伊兹在家中被一群身份不明、“说西班牙语
和英语”的武装分子袭击并杀害。

约瑟夫在声明中谴责袭击，同时强调国家安
全局势已得到控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他同时
表示自己将暂代行使国家领导人职责。

另据海地媒体报道，总统夫人在袭击中受伤，
送医后不治身亡。

莫伊兹现年53岁，在2016年11月20日举行的
总统选举中获胜，2017年2月7日就职，任期5年。

海地位于拉美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尼奥拉
岛，人口超过1000万。近年来，海地各党派之间
政治纷争错综复杂，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身亡

新华社德黑兰7月6日电（记者高
文成 王守宝）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6
日说，6月下旬针对伊朗原子能组织一
处建筑物的破坏行动是以色列所为。

拉比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
一“蓄意破坏”行动是以色列实施的，意
在破坏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以表明

“以色列可以阻止伊朗，世界没必要与伊
朗谈判”。

拉比埃说，破坏行动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建筑物顶部轻微受损，关键设备未
受到损坏。针对有报道说航拍图片显示
这座建筑物遭破坏后顶部消失，拉比埃
表示，当时为修缮而移走了建筑物顶部。

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电力系统4月

11日发生故障，伊朗政府随后指责以色
列发动了“破坏活动”。6月23日，位于
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西卡拉季市的伊朗原
子能组织一处建筑物遭到破坏。伊朗政
府当时说，伊方挫败了破坏行动，没有人
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
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8年5
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
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2019
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今
年4月6日，伊核协议相关方开始在维也
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

伊朗指认以色列
破坏伊朗核设施

新华社德黑兰7月7日电（记者高
文成 王守宝）伊朗外交部7日发表声明
说，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当天在
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对话会。伊朗外
长扎里夫在会上表示，伊朗支持阿富
汗内部谈判进程，以解决阿富汗当前
的冲突和危机。

扎里夫在会上发言时强调，美国在
阿富汗持续近20年的战争造成重大伤
害，并以失败告终。他说：“今天，阿富
汗人民和政治领导人必须为他们国家

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
扎里夫表示，重返谈判桌并致力

于政治解决是阿富汗各方政治势力所
能做出的最佳选择。伊朗愿意帮助各
方推进谈判进程，并在实现和平后助
力阿富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
全面发展。

自美国和北约军队5月1日开始撤
离阿富汗以来，塔利班发动多轮攻势，频
频与阿富汗政府军交火，当地安全形势
不断恶化。

俄罗斯国防部7日说，俄军两架
苏-30型战机6日阻止一架巡逻机非
法进入位于黑海的俄罗斯领空。俄罗
斯媒体报道，这是一架美军巡逻机。

俄国防部说，6日傍晚，俄方在黑
海中立水域上空发现一个空中目标接
近俄边界。两架苏-30战机继而起飞，
确认目标并阻止这一目标进入俄领空。

俄方说，俄飞行员确认这一空中
目标是一架P-8“海神”海上巡逻机，

俄方战机“伴随”它在黑海上空飞
行。俄媒报道，从俄国防部发布的视
频可以看出，那是美国海军巡逻机。

另外，俄国防部说，俄方正在密
切留意一艘西班牙军舰在黑海的活
动。这艘西班牙海军巡逻舰7日进
入黑海，参加“海上微风”多国联合军
事演习。俄黑海舰队已经开始追踪
这艘军舰的动向。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俄战机阻止美军巡逻机非法进入领空

7月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瑟夫赛德镇，救援人员经过
住宅楼局部坍塌事故现场的废墟。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瑟夫赛德镇住宅楼局部坍塌事故死亡人
数6日升至36人，仍有109人失联。 新华社/路透

美国塌楼事故死亡人数升至36人

➡ 这是2020年2月7日海地总统莫伊兹在
首都太子港郊区的家中接受采访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
在伊朗举行对话

这是7月6日在阿富汗坎大哈市拍摄的爆炸袭击现场。
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6日发生爆炸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

亡，20人受伤。 新华社发

阿富汗南部发生爆炸袭击1死20伤

沙特阿拉伯国防副大臣哈立德·
本·萨勒曼6日访问美国。他是美国民
主党政府上台以来到访首都华盛顿的
最高级别沙特官员。

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与哈立德会晤
时讨论了全球经济复苏、伊朗威胁、也门
冲突等“战略事务”。约瑟夫·拜登政府
要在这些事务上实现政策目标，离不开
与沙特合作。沙利文还强调“推进沙特
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及
沙特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案。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说，
哈立德在五角大楼会晤了国防部长劳
埃德·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马克·米利等官员。

据美联社报道，美方高级官员会晤

哈立德再度引发一些人权团体对拜登政
府的批评。他们不满拜登政府在卡舒吉
事件上放沙特一马并且继续支持沙特。

报道说，拜登承诺对外政策遵循
“人权和美国价值观”，在竞选期间放
言要让穆罕默德王储为卡舒吉案付出
代价。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2月
26日公布调查报告，称穆罕默德王储批
准“俘获或杀害”卡舒吉的行动。沙特
外交部表示这一报告完全不可接受。

卡舒吉遇害时，哈立德担任沙特驻
美大使。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卡
舒吉居住在华盛顿，正是哈立德告知卡
舒吉去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取
婚姻证明文件并承诺不会有安全问题。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沙特国防高官低调访美
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到访的最高级别沙特官员

关注中东局势

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6日宣
布，皮埃蒙特大区一处农场收获的一
颗樱桃重量达33.05克，创吉尼斯世
界纪录。

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这处
农场位于佩切托托里内塞，属于罗索
家族。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显示，这
项纪录持有者为阿尔贝托·罗索和朱

塞佩·罗索兄弟。创下纪录的樱桃品
种为改良的“卡门”。

罗索家族种植樱桃的历史有上
百年。据意大利英文新闻网站Ita-
ly24news报道，今年6月22日，罗
索兄弟告诉专家，他们收获的一颗樱
桃大小可能创纪录，便为它申请吉尼
斯世界纪录。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意大利产出世界最重樱桃：单重33克

据新华社渥太华7月6日电（记
者李保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6日宣
布，他推荐玛丽·西蒙担任第30任加
拿大总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已接受这一建议。

特鲁多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当前他想不出比西蒙“更适合”
担任总督的人选。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已接受他的建议。

西蒙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魁

北克省，拥有因纽特人血统，曾任加
拿大因纽特人全国委员会主席、加
拿大驻丹麦大使和加拿大北极事务
大使等。她将成为第一位担任加拿
大总督的原住民。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女
王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加拿大总
督是英国女王的常驻代表，由加拿
大总理推荐并由英国女王任命，任
期5年。

玛丽·西蒙将出任加拿大总督

美国五角大楼6日宣布，取消与
微软公司两年前达成、最终价值可能
达100亿美元的云计算项目协议，将
寻求与微软、亚马逊公司以及其他云
计算服务商共同达成一份新协议。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因
“技术环境变化”，国防部先前授予微
软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项目
不再符合要求。

“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项目

获称“战争云”。这一项目旨在实现
大量加密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旨在
改善五角大楼与前线部队的沟通，
并借助人工智能加快作战筹划、提
升作战能力，推进美军信息技术系
统现代化。

这一防务大单先前吸引微软、亚
马逊等多家互联网技术企业竞争，微
软2019年10月中标。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防部取消微软“战争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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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学项目实施4年来，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
院充分利用俄方优质的教学资
源，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体
系，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人才培养
规律的办学新路。

该学院定期与俄方沟通协商
深化办学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双
方的教学材料、教学课程的优化及
俄方老师工作签证的办理等；开设
了大量的优质专业课和大师讲座，
拓展了学生们在专业学习方面的

空间。丰富的师资、完善的设备，
以及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培养方案
都服务于人才培养的需要。中俄
教师还联合开设工作坊，通过开展
各种形式的实操活动提高学生的
专业能力。

中俄合作办学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有较
强的竞争力。该专业的学生毕业
后，可以选择继续深造。他们考
取的俄语等级资格，可为毕业后
申请留学创造条件。另外，在提

交留学申请方面，该学院老师会
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如
果他们选择求职，会在毕业时
获得中俄两校的毕业证书，这
是他们 4年学习国内外专业知
识的证明。“通过 4 年的学习，
我掌握了一定的专业能力，这
对就业和继续深造都很有帮
助。”陆冰钊说。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
视学院负责人介绍，海南有旖旎
的热带风光、怡人的气候，是天然

的摄影棚。在自贸港建设的背景
下，海南影视产业发展迎来了春
天，对人才的需求量也随之上
升。同时，海南大力打造国际教
育创新岛，推进教育对外开放，该
校抓住机会、趁势而上，果断与俄
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电影电视大学
签约合作办学项目。在省教育厅
关心支持下，在学校各职能部门
配合帮助下，中俄合作办学项目
取得显著成效。

（策划/林蔚 撰文/谢文凡 刘茜）

海南师范大学积极探索教育国际合作

中俄合作办学项目初见成效
在海南师范大学有这么一群

毕业生，他们因就读中俄合作办学
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站上了人生
的新起点，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2017级中俄编导班的团支书
李朔，目前已成功申请到俄罗斯圣
彼得堡国立电影电视大学继续攻
读硕士学位。虽然处于毕业与开
学的空档期，但他没有让自己闲
着，除了每天学习巩固俄语，还在
校外兼职做英文戏剧的专业老师，
把日常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谈
及未来，他充满期待：“要保持学习
进步的状态，为去俄罗斯读研做好
充分的准备。”

在海南师范大学中俄编导毕
业班，李朔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该
班46名学生中，已有19人初步完
成了申请去俄方学校读研深造的
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两名学生申
请到澳洲、英国名校攻读硕士学
位，另有一名学生已经被推免到南
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
研。中俄合作办学的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成为该校60个专业中升学
率最高的专业之一。其余打算就
业的毕业生也大多在影视传媒领
域找到了心仪的岗位。截至今年
6月初，该班的就业率达67.39%，
在全校排在前列。

俄语学习是中俄合作办学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为了打好专业学习的语言基
础，办学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新闻
传播与影视学院在该项目学生大
学一年级时就安排了大量的俄语
课程，师资全部是到俄罗斯留学
后回国的老师，甚至是直接引进
的俄罗斯老师。

同时，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
播与影视学院还加大俄语在该
专业学生日常学习中的实际运

用，引导学生加强口语训练，创
造俄语的学习交流环境。俄方
来琼教学的阿烈克桑德拉、帕维
尔等老师也带来了俄方的教学
方法，通过小班授课、个性化教
学，在面对面和学生交流沟通中
帮助他们提高使用俄语表达的
准确性。

为了突破语言关，同学们充
分利用早晚自习、课余时间、与
外教沟通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口
语表达能力。今年毕业的海南
师范大学中俄编导专业学生陆

冰钊说：“刚开始跟俄语老师沟
通压力很大，通过努力学习，现
在能顺畅交流，成就感满满的。”

跨过了语言的门槛，同学们
又在专业学习上下功夫。为了给
学生创造良好的专业训练条件，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
院建有1000平方米的现代媒体
实验中心、全媒体交互式演播中
心。这些教学训练场所的设备条
件均为全省一流，有专业高清摄
录设备、高清单反照相机、航拍设
备、VR设备、高清非编工作站、达

芬奇调色工作站等。
在教学模式上，俄方老师通

过课程作业等方式鼓励学生多实
践、多动手，为学生提供更为自由
的创作空间。如在学生因生活阅
历不足而写不出剧本时，老师会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在老师的
帮助下，学生不断思考、实践，专
业能力提升很快。得益于学院引
入的国外教育资源和教学模式，
学生们经过大学4年的学习，拥
有了开阔的国际视野，个人潜质
得到充分挖掘。

探索合作办学 引进俄方教育资源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毕业生竞争力

俄罗斯老师在给海南师范大学学生上课。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中俄合作办学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在实操。

本组图片由海南师范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