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北约进一步扩大，包括接纳芬兰和
瑞典加入，将无助于欧洲安全。北约更像是一种用于对抗的工具，而不是
一个保障和平与稳定的联盟。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德米特里·别利克认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寻求在俄边境附近建立军事存在，并试图将中立国家
拉入其阵营。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严重影响俄安全，俄方对此绝不会
无动于衷，将被迫采取对等措施。届时，芬兰和瑞典非但不能从加入北约
中受益，还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俄军事专家利托夫金认为，如果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俄必将调
整在芬兰湾的军事部署，包括部署防空部队和地面部队。

有分析人士指出，俄乌冲突升级前，俄罗斯曾数度向美国和北约“交
底”“划红线”，但均被无视。北约如今继续拱火，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温。

美国前国会议员加巴德直言，美方只要保证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可以阻止战争爆发，但美国政府不这么做。

（新华社华沙4月13日电 记者张章 陈琛）

国际观察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北约动作频频，在欧洲东部部署大量兵力，并持续向乌克兰输
送武器，近日更是宣布将在其东翼地区作永久军事部署，并在北翼拉拢瑞典、芬兰两个
国家加入。

分析人士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视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不断东扩，
是导致俄乌冲突爆发和升级的根源。面对冲突升级和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北约非但不
反思东扩危害，反而继续侵蚀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剩不多的缓冲地带，这种火上浇油的
做法无疑将使局势更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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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乌克兰局势

宣布将在东翼作永久军事部署 在北翼拉拢瑞典、芬兰入伙

陈兵又扩张 北约再拱火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
时说，计划在北约东翼地区作永久军事部署。他说，北约
正处于根本转型中，这一转型将反映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
起军事行动的长期后果。

北约东翼国家通常指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立陶宛和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俄乌冲突升级前，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各部署
一支作战部队，实行轮换制，非永久驻军，此后北约将上述
四支作战部队规模增加一倍，并在上月底举行的北约峰会
上决定在另外四个东翼国家分别部署作战部队。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不少人质疑北约继续
存在的必要性，北约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承诺“一英寸都
不会向东扩张”。然而在美国主导下，北约在1999年后五
次东扩，成员国从16个增加到30个，向东推进1000多公
里，直抵俄罗斯边境。

除在东线增强部署之外，北约还在北
翼招徕新成员。斯托尔滕贝格近期多次喊
话，如果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北约将
欢迎并确保迅速接纳它们。

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
策。苏联解体后，北约多次拉拢两国入伙
未果。俄罗斯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
后，芬兰和瑞典立场发生一些变化，分别
宣布向乌克兰运送反坦克武器和枪支弹
药等。

瑞典政府眼下仍在斟酌是否加入北
约，首相安德松表示，如果瑞典在现有局势
下向北约递交申请，可能会使欧洲地区更
不稳定、增加对立。芬兰总理桑娜·马林日
前则表示，芬兰将在夏天完成相关讨论。

北翼招新 加剧对抗东翼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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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防部14日证实，俄黑
海舰队“莫斯科”号巡洋舰起火并导
致舰上弹药爆炸，该舰严重受损。
目前船员已被疏散，起火原因正在
调查中。

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马克西姆·
马尔琴科13日晚说，乌克兰军队当
天用两枚反舰导弹重创俄罗斯黑海
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这艘万吨级巡
洋舰发生火灾，弹药库被引爆。

马尔琴科在社交媒体写道，两
枚用于黑海防御的“海王星”反舰导
弹给俄海军“莫斯科”号巡洋舰“造

成非常严重的损伤”。他没有出示
具体证据。

“海王星”是乌克兰在苏联“天王
星”舰对舰导弹基础上研发的地对舰
亚音速导弹，战斗部重150公斤，射
程280公里，最低掠海飞行高度约3
米，具备一定突防能力。所用发射车
具有较好的机动性能。

乌克兰国防部暂时未就相关报
道发表评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
问阿列克西·阿列斯托维奇在社交媒
体说，“莫斯科”号巡洋舰“发生了令
人吃惊的事”，“烧得很厉害”，“我们
不了解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国防部稍后发布消息，称
“莫斯科”号巡洋舰发生火灾，导致弹
药库被引爆，舰体受损严重，舰员已
经全部撤离。失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莫斯科”号是苏联海军“光荣”
级导弹巡洋舰首舰，排水量1.25万
吨，1976年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
船厂开工建造，1983年服役，命名为

“光荣”号，2000年更名“莫斯科”号。
“莫斯科”号巡洋舰有舰员510

人，配备16枚“玄武岩”反舰导弹以
及防空和反潜武器，曾参加俄罗斯
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为俄军机场提
供保护。

俄罗斯塔斯社去年4月援引一
名俄退役海军上将的话报道，“莫斯
科”号是“黑海最具威力的战舰”。只
是，一些军事分析师指出，作为一艘
服役近40年的老舰，“莫斯科”号的
空基预警能力和末端防御能力较弱。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援
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派出一个秘密监视小组，在
黑海港城敖德萨的郊区建立“秘密基
地”，追踪俄方舰船，其设备可在黑海
海域测定方圆200公里内任何船只
的精确位置。

这名消息人士说，北约秘密监视

小组的任务是“阻止俄罗斯海军陆战
队在敖德萨州登陆，根据俄罗斯军舰
位置发布指定目标，以引导乌克兰

‘海王星’反舰导弹发射”。
暂不清楚击中“莫斯科”号巡洋舰

的“海王星”导弹是否得到北约引导。
乌克兰方面3月宣称摧毁停泊

在亚速海别尔江斯克港的俄黑海舰
队“奥尔斯克”号大型登陆舰，俄方未
作回应。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军发
射一枚“圆点-U”战术弹道导弹，击
中码头，引发弹药和油料殉爆，导致

“奥尔斯克”号爆炸起火，坐沉港口。
（综合新华社莫斯科4月14日电）

俄黑海舰队“莫斯科”号巡洋舰起火并爆炸
暂不清楚击中“莫斯科”号的“海王星”导弹是否得到北约引导

亚当斯12日说，枪支暴力是纽约市
无法单独解决的全国性问题。纽约等城
市面临的枪支暴力治理难题与全美范围
内枪支泛滥密不可分。

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
案赋予公民持枪权，持枪自由被视为美
国个人的重要权利之一。

赫尔曼表示，在联邦枪支立法不做
改变的情况下，纽约市为控枪所能做的
非常有限。他说，纽约市绝大多数案件
中使用的枪支是在其他州购买，人们在
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
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等可以轻易

购买枪支，然后运送到纽约。“这些州带
来了让人头痛的问题，但我们真的对此
无能为力。”

拜登政府11日出台控枪新规，目的
是监管无编号且难以追踪的“幽灵枪”，
试图以此作为其应对枪支暴力问题的一
个抓手。

亚当斯认为，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
爆炸物管理局在控枪方面应采取激进措
施，国会需出台更多监管举措，联邦政府
需要聚焦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新华社纽约4月14日电 记者刘
亚南）

除了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12日当
天纽约市还另外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
成2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

根据纽约市警察局6日公布的数
据，今年3月纽约共发生115起枪击事
件，同比增加16.2%。全美今年以来枪
支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枪支暴力档案”
网站截至本月12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涉
枪事件今年已在美国造成至少11918人
丧生，另有9522人受伤。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
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弗·赫尔曼13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暴发后，
纽约市与美国很多城市的枪击和蓄意杀
人案件大幅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疫
情导致失业有关。经济压力带来住房和
食物安全问题，加大了人们的精神压力，
同时美国枪支泛滥，多种因素导致枪击
和蓄意杀人案件增多。

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12日呼吁
停止枪支暴力，表示将动用纽约州所有
资源打击犯罪。她说：“不能再出现大规
模枪击事件”，犯罪的新闻让人感到恶心
和厌倦，这些“必须现在就要停止”。

面对纽约市犯罪数量显著增加，纽
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把遏制枪支暴
力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今年3月，纽约市在全市枪支暴力
最严重的20多个警察分局辖区成立了
旨在遏制枪支暴力的社区安全队。成立
一周之内，社区安全队就抓捕31人，缴
获10支非法枪支。此外，纽约等美国城

市还将控枪与社区治理相结合，试图从
根本上解决枪患难题。然而，由于缺少
资金支持，实际效果难言理想。

赫尔曼说，美国大多数枪支暴力通
常与年轻男性有关，纽约市正酝酿推出
青年暑期就业项目和枪支暴力阻断项
目，从而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和精神
压力，但此类项目通常缺乏资金支持。

枪击缘何频发？

纽约如何控枪？

国家层面难解？

纽约警方抓获地铁枪击案嫌疑人

纽约地铁枪击案凸显美国枪患难消

美国纽约市警
察局长基钱特·休
厄尔13日说，警方
已抓获现年62岁
的嫌疑人、非裔男
子弗兰克·罗伯特·
詹姆斯，并将其拘
押。美国纽约东区
联邦检察官布雷
翁·皮斯当天在一
份声明中说，布鲁
克林联邦法院指控
詹姆斯对公共交通
系统实施恐怖袭击
和其他暴力袭击。
一旦罪名成立，詹
姆斯最高可被判处
终身监禁。

美国纽约市布
鲁克林区一地铁站
12 日发生枪击事
件，造成20多人受
伤。此事再度引发
当地民众对生命安
全的深度担忧，同
时再次凸显美国在
应对枪支暴力、治
理枪患方面的重重
困境。

热点问答

44月月1313日日，，在美国纽约在美国纽约，，警方人员拘捕犯罪嫌疑人弗兰克警方人员拘捕犯罪嫌疑人弗兰克··罗伯罗伯
特特··詹姆斯詹姆斯（（右右）。）。 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新加坡执政党宣布

黄循财成为
第四代团队领导人

据新华社新加坡4月14日电（记者李晓渝）
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该国财政部
长黄循财获得压倒性支持，被正式推选为该国执
政党第四代领导团队新领导人。

李显龙说，根据这一决定，他本人将对内阁人
事进行调整，内容将在适当时候公布。

黄循财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两年，在对
抗新冠疫情的战斗中，第四代领导团队的凝聚力
得以巩固，自己引领新加坡安全度过这场危机和
走向未来的决心也得以加强。

新加坡副总理和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曾
被推选为该国执政党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导人。
2021年4月，王瑞杰宣布，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他
不再担任新加坡执政党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导人。

上任进入倒计时

韩国候任总统
完成组阁布局

韩国候任总统尹锡悦14日公布新一届政府
两个部门长官人选提名，加上先前已提名的16个
部门长官以及国务总理人选，组阁布局全部完成。

尹锡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提名农村
振兴厅前厅长郑煌根为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提
名劳资发展财团前秘书长李正植为雇佣劳动部长
官。此前，他于本月3日提名前总理韩德洙为国
务总理；10日和13日先后提名国防部、外交部和
统一部等16个部门长官。

根据韩国相关法律，所有内阁提名人选均需
接受国会听证。除国务总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
获提名者都可最终获得任命。尹锡悦定于5月
10日宣誓就职。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总统选举“决战”在即

民调显示马克龙有望连任

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定于24日举行。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现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领先优势略微扩大，胜算高于竞争对手、极右
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

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14日公布的民调
结果显示，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的得票率预计
为53.5%，高于勒庞的46.5%。与上次民调相比，
马克龙的预测得票率增加了1.5个百分点。

在这项民调中，63%的受调查者“确信自己将
参与投票”，另有10%“认真考虑前去投票”。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4月13日，一名工人在法国米特里莫里搬运
现任总统马克龙的海报。 新华社/路透

这是 4月 13 日在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
拍摄的洪水过后的场景。

由于连日强降雨，截至 13 日南非东部夸
祖卢-纳塔尔省发生的洪水已造成至少253人
死亡。 新华社发（莱博杭·莫通摄）

南非东部洪水
造成至少253人死亡

国际社会广泛质疑和反对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自日本政府去年
4月13日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
排放入海以来，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无视国
内外强烈反对，持续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引发
国际社会、特别是利益攸关方的广泛质疑和反对。

日本政府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在邻国韩国引
发强烈不满。韩国民间团体也持续发起抗议活
动。目前韩国政府禁止进口从日本福岛县附近的
日本海域捕捞的水产品。

法国蔚蓝海岸大学化学专家玛丽亚·罗莎·贝
恰此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日本使用过滤稀
释和化学处理两种方法“均不能消除氚元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说：“日本福岛
核污染水处置关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公众健
康，绝不是日方一家私事。日方应认真倾听和回
应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关切，撤销向海
洋排放核污染水的错误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