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时评

■■■■■ ■■■■■ ■■■■■

世界新闻 2022年4月28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 检校：张媚 苏建强B03 综合

观 天下关注乌克兰局势

新华社莫斯科4月26日电（记者
耿鹏宇）俄罗斯总统普京26日在莫斯科
与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
谈时表示，俄方不会拒绝与乌克兰进行
谈判，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与古
特雷斯讨论了俄正在进行的特别军事行
动及乌克兰局势等问题。普京说，俄罗斯
始终支持联合国这一世界性组织，全力支

持联合国所依据的原则，未来依然如此。
普京说，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谈判中取得相当大的突破。但
双方在达成一致后，俄被卷入“布恰事
件”中，而俄军与此完全无关。此后乌
方谈判代表的立场发生根本性改变，背
离了原先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的立场。
虽然特别军事行动仍在进行，俄方仍希
望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俄方不会

拒绝谈判，在线谈判正在进行。
普京说，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内情

况复杂，但那里的作战行动已经停止，
俄军开设的人道主义走廊也正常运
行。与此同时，亚速钢铁厂已被全面封
锁，他已下令取消进攻行动。如果真的
如乌方所言，在亚速钢铁厂内有平民，
那么乌军有义务释放他们。

随同古特雷斯访问的其发言人迪

雅里克在一份会谈纪要中说，古特雷斯
和普京进行了一对一会谈。古特雷斯
重申联合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双
方讨论了关于马里乌波尔人道救援和
平民撤离的建议，普京原则上同意联合
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亚速钢铁
厂平民撤离，后续讨论将在联合国人道
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和俄罗斯国防部
之间进行。

普京：

希望俄乌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

德国宣布

将向乌克兰
提供重型武器

新华社柏林4月26日电（记者
李超）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26日
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猎豹”防空
坦克。

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国代
表当天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
开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兰布
雷希特在会议上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
供“猎豹”防空坦克，并培训乌军士兵。

据德国媒体报道，这批坦克将由
德国军工企业克劳斯-玛菲·威格曼
公司向乌克兰交付。该公司目前有约
50辆德国联邦国防军使用过的“猎
豹”防空坦克。

此前，德国仅向乌克兰提供反坦
克武器和防护设施等军事装备，不包
括坦克等重型武器。

波兰和保加利亚26日说，已经收
到俄罗斯方面通知，27日俄方开始停
止供应天然气。这两个国家成为俄方

“卢布结算令”发布后首批被“停气”的
欧洲国家。

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说，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当天通知，27日上
午开始停止经亚马尔管线供应天然气。

保加利亚能源部说，收到俄方通
知，经“土耳其溪”管线向保加利亚的天
然气供应将于27日起停止。

波兰和保加利亚是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和欧洲联盟成员。乌克兰危机爆
发后，西方对俄罗斯施加空前制裁，俄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3月31日下令，
对“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须以俄
罗斯卢布结算。新规4月1日起生效，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
时表示，不会立即对欧洲“停气”，因为
4月1日开始供应的天然气费用应在4
月下半月或5月结算。

俄罗斯能源在欧洲国家能源供给
中占重要地位，欧盟所需天然气约
40%、所需石油约 30%从俄罗斯进
口。一些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
依赖度更高，保加利亚所需天然气的
90%以上由俄方供应，波兰每年从俄
方接收大约9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需
求量约45%。

俄方发布“卢布结算令”后，匈牙利
表示将改用卢布结算天然气费用。

波兰和保加利亚方面指责俄方停
气违反合同。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
示，国内天然气运输设施目前正常运

转，库存气量将近80%。保加利亚政
府说，“卢布结算令”威胁保加利亚能
源安全，保方正寻找俄罗斯天然气的
替代供应方。

美联社说，如果更多欧洲国家被俄
方“停气”，欧洲气价将进一步上涨，甚
至可能导致天然气配给供应。

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也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俄罗斯能源，所需天然气的
55%来自俄方。德国五大权威经济研
究机构本月13日联合发布经济预测报
告，警告如果俄方突然“停气”，德国经
济面临大幅衰退，今明两年国内生产总
值（GDP）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2200亿
欧元。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天然气紧缺，
德国上月底开始启动应急方案。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波兰和保加利亚遭俄罗斯“停气”
是首批被俄停止供应天然气的欧洲国家

新华社华盛顿4月26日电（记者
熊茂伶）世界银行26日发布报告说，俄
乌冲突对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重大冲
击”，改变了全球贸易、生产和消费模
式，将使价格在2024年底前都保持在

“历史高位”。
世行当天发布的最新一期《大宗商

品市场展望》报告显示，能源价格2022

年将上涨50.5%，价格压力将在2023
年和 2024 年逐步缓解。报告预计
2022年布伦特原油期货平均价格将达
到每桶100美元，这是自2013年以来
的最高水平，比2021年上涨42%。

报告显示，包括农产品和金属在内
的 非 能 源 价 格 预 计 2022 年 上 涨
19.2%，价格压力也将在数年后缓解。

今年小麦价格预计上涨42.7%，金属和
矿物价格上涨15.8%。

整体而言，报告预计大宗商品价格
将维持在远高于最近五年平均值的水
平。报告还指出，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时
间更长，或者俄罗斯受到更多制裁，大
宗商品价格可能比目前预计的更高。

世行负责公平增长、金融和机构事

务的副行长因德米特·吉尔表示，食品、
燃料和化肥贸易限制措施的激增加剧
了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市场对滞胀的担
忧正在上升。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电公司日前
开始相关施工，为明年春将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污染水排入太平洋做准备。自日本政
府去年4月13日正式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
入海以来，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出于一己
私利，罔顾国内外强烈反对，一意孤行推进
核污染水排海，执迷不悟，极不负责！

2011年发生的福岛核事故是迄今全
球发生的最严重核事故之一，造成大量放
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
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政府准
备排入太平洋的核污染水接触过福岛第
一核电站堆芯熔毁的核燃料，含有的放射
性物质极其复杂，对海洋生态环境、食品
安全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不容忽视。

正因如此，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不
是日本一国私事，而是关系包括日本国
民在内的多国民众切身利益和全球海洋
生态环境的大事。日本政府做出排核污

染水入海决定一年多来，环太平洋各国
及日本国内民众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未
停止。中国、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太平
洋岛国都对日方决定表达关切。从菲律
宾到肯尼亚，多位学者指出，日本擅自做
出排核污染水入海的决定，未与邻国充
分协商，这一决定是“鲁莽”的。日本国
内多个民间组织约18万人联署要求日本
政府放弃排核污染水入海计划。

面对国际社会合理关切和国内反对
民意，日方本应三思而后行，就排核污染
水入海问题与相关国家和地区慎重协商，
正视国内反对民意，就排海方案正当性、
核污染水数据可靠性、净化装置有效性、
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等问题做出令人信服
的解释，以公开、透明、科学、安全的方式
处置核污染水。然而，日方对国内外反对
呼声置若罔闻，至今未就相关问题给予充
分、可信解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

作组考察评估工作仍未结束的情况下，日
方执意准备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事实
如镜，照出日方以邻为壑、格局狭隘！

实际上，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
水的办法不少，仅日本政府内部就提出过
5种处理方案。有日本环保团体日前公开
指出，新建类似储油罐的大型储水罐以及
用水泥和沙子将核污染水固体化处理后
再保存，都是非常可行且已有实际应用的
办法。日本政府和企业之所以执迷于推
进核污染水排海，是因为在其看来，这种
办法“耗时最短，花费最少”。做出错误决
定后，日方不能正视问题、从善如流，反而
极力找借口粉饰过错、误导公众，投入的
公关费达到数百亿日元之巨。行动如镜，
照出日方毫无公义、极端自私！

日方一再向国际社会宣扬其能够保
证准备排放入海的核污染水的所谓“安全
性”。但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

东电公司的信誉记录劣迹斑斑。福岛核事
故初期，日本政府一度宣称“事故影响有
限”“善后进展顺利”，事实却大相径庭。东
电公司在事故初期就知道堆芯熔毁，却试
图隐瞒真相。在事故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日方对福岛核泄漏问题要么讳莫如深，
要么闪烁其词，对日本国内外的担忧始终
没有给出一个让人安心的答复。受核泄漏
影响，为数不少的日本青少年不幸罹患癌
症，被迫面对残酷的手术等治疗，甚至不得
不为此中断学业、放弃工作，今后还要担心
癌症复发以及结婚生子受到影响。现实如
镜，照出日方搪塞公众、毫无诚信！

日方应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合理关切，
撤销将核污染水排海的错误决定，停止推
进排海的准备工作，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
义务。正视问题，诚恳纠错，打开格局，才
是日方挽救自身声誉的正确之道。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记者韩冰）

日方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极不负责！

俄乌冲突对食品能源等
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巨大

4月27日，人们在耶路撒冷参观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每年根据犹太历法确定，今年的纪念日从4月

27日日落开始，至28日日落结束。 新华社/法新

耶路撒冷：参观大屠杀纪念馆

4月27日，“猎鹰9”运载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
27日凌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一枚“猎鹰9”运载火箭将载有4名宇

航员的“龙”飞船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往国际空间站。 新华社/路透

美国“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飞赴国际空间站

新华社联合国4月26日电（记
者尚绪谦）联合国大会26日通过一项
决议，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否决
票后，联大将自动召开正式会议进行
辩论。

这项不经表决通过的决议规定，
联大主席应在安理会一个或多个常任
理事国投出否决票后10个工作日内
召开联大正式会议，就投否决票所涉

问题进行辩论，除非联大正就同一问
题举行紧急特别会议。

决议决定，作为特殊安排，已投否
决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在相关联
大会议上优先发言。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5个
常任理事国在非程序事项表决时可以
行使否决权，非程序事项决议需要5
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否决方可通过。

联大就安理会否决票通过相关决议

据新华社仰光4月27日电（记
者张东强）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言
人佐敏吞27日向媒体证实，昂山素季
当天被缅甸法院依据反贪法判处5年
监禁。加上此前已被判处的6年刑
期，昂山素季的刑期增加到11年。

佐敏吞说，本次昂山素季是因犯
有从仰光省前首席部长漂敏登处收取
黄金和美元的罪行而被判刑。

2021年2月1日，缅甸总统温敏、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全国民主联盟（民
盟）部分高级官员被缅甸军方扣押。同
年12月6日，昂山素季被以煽动他人
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判处4年监禁，但
当天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
宣布赦免昂山素季2年刑期。

今年1月，昂山素季再被缅甸法
院判处4年监禁，包括因违反自然灾
害管理法被判2年监禁、因违反进出
口法和通讯法被判2年监禁。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

昂山素季因贪污罪再增5年刑期

法国118岁老人安德烈修女新近
成为“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她26
日说，工作让自己活下去，希望能够成
为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据法新社报
道，安德烈修女过去常常照顾比自己
年轻不少的人。

安德烈修女本名露西尔·朗东，
1904年2月11日出生于法国南部的阿
莱斯，目前双目失明且只能坐轮椅出
行。老年医学研究组织先前认证，她是
全球在世第二长寿老人，仅次于1903
年1月出生的日本老妪田中力子。

本月19日，田中力子在日本福冈
县福冈市一家医院去世，享年 119
岁。安德烈修女于是“接棒”成为全球
在世最长寿老人。她还是感染新冠康
复的最年长者，去年2月康复后不久
迎来117岁生日。

安德烈修女爱吃巧克力和普罗旺
斯的传统甜品，每天喝一小杯葡萄酒。
她希望能成为全球活得最长的人。目
前这一纪录保持者是以122岁高龄辞
世的法国老太太让娜·卡尔芒。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最长寿在世者：工作让我活下去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参
考消息》26日刊登日本《产经新闻》题
为《狙击癌细胞的“光免疫疗法”》报
道。报道摘要如下：

被称为“光免疫疗法”的一种新型
癌症疗法正受到关注。日本率先面向
一些癌症患者开始采取这一治疗方
法，作为继抗癌药、手术、放疗和化疗
之后的“第五种癌症疗法”，受到医疗
人员和患者的高度期待。

光免疫疗法具体作用机制是，通

过打点滴向患者体内输入药物，其中
包含能附着在癌细胞上的抗体和对光
产生反应的化学物质。一天后，患者
接受约5分钟的近红外线激光照射，
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癌细胞会被破坏。

该疗法的发明者是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研究员小林久隆。他介绍说：

“癌细胞表面会产生小伤口，会像膨胀
的气球被扎破了一样被破坏掉。光是
所谓的‘引爆开关’。正常细胞不会受
伤，药物可以精准打击癌细胞。”

日本开始采用“光免疫疗法”狙击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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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重大冲击””。。图为新加坡毛广岛的炼油厂图为新加坡毛广岛的炼油厂。。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4月26日电（记
者孙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新闻秘
书艾伦26日说，哈里斯当天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

艾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里斯目前
没有出现症状，将在副总统官邸隔离并
继续工作。哈里斯最近没有同总统拜
登或第一夫人密切接触，她将遵照美国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南及医嘱，待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后返回白宫。

据悉，哈里斯此前已完全接种新
冠疫苗和两剂加强针。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8104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99万例。

美国副总统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