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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首位女总统
就职典礼举行

俄乌冲突使美欧与俄之间不少科研合作项目被迫中止

西方对俄
“科研脱钩”
损害国际科学合作
国际观察

5 月 14 日，匈牙利总统诺瓦克·卡塔琳在布
达佩斯国会大厦前出席就职典礼时发表讲话。
匈牙利国会 3 月 10 日选举执政两党青民盟
和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诺瓦克·卡塔琳为匈牙利
总统。诺瓦克成为匈牙利首位女总统。
新华社发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号是欧洲第一辆火星车，原定于今年 9 月用俄罗斯火箭发射，前往火星探索
这颗红色星球是否有生命存在的痕迹。而现在，
受俄乌冲突影响，
发射计划有可能被推迟到 2028 年，
并
改用欧洲火箭发射。参与该项目的物理学家费尔南多·鲁利说：
“整台仪器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
六年的时间太长了。”
在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在各领域极力推动与俄“脱钩”，国际科学合作成为迅速断裂的一环。目
前，美欧与俄之间不少科研合作项目已被迫中止，这加剧了科研领域的逆全球化趋势，使全球科技版图
日益碎片化。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指出，
“科研脱钩”对全球科学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极
为不利，
国际科学合作不应成为制裁的牺牲品，
而应成为各国保持交流的桥梁。

B

西方与俄“科研脱钩”对俄
罗斯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俄
被排除在许多大型国际合作项
目之外，
俄科研人员与西方科学
家的互动与合作大幅减少，
西方
制裁还会造成俄科研资金短缺
和科技人才流失，
这些都将对俄
科技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但西方科学界也遭受了重
大损失。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一篇文章分析指出，俄乌冲突
正在引发“欧洲有史以来最严
重的太空危机”。例如，俄欧合
作的“火星太空生物学”计划被
叫停，发射“罗莎琳德·富兰克
林”号火星车原本就是该计划
的第二阶段任务。对已投身这
一项目多年的数千名欧洲和俄
罗斯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
巨大打击。
英国媒体指出，俄罗斯和
西方科学家早已开始相互依赖
对方的专业知识，共同解决了
大量科技难题。
“ 科研脱钩”将
让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问题更
加困难，还会浪费大量时间和
资源。
对气候科学家而言，在缺
少俄方支持的情况下，继续记
录北极变暖的数据将面临困
难。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
计划也面临无法从俄罗斯运送
重要部件的困境。
“ 与运输、能
源或食品一样，航天部门的供
应链也遭遇了严重的中断，迫
使许多项目的日程发生了变
化。”西班牙工业技术发展中心
负责人豪尔赫·隆巴说，如果欧
洲想在太空领域与俄“脱钩”，
需要数十亿欧元的额外投资。
英 国《自 然》杂 志 刊 文 指
出，将俄方排除在国际项目之
外是一把“双刃剑”。
“这会分裂
全球研究界，并限制学术知识
的交流，而这两者都有可能损
害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

C

科学界反对﹃妖魔化﹄

A

俄乌冲突升级后，欧洲方面
中止了与俄罗斯的一系列科研
合作。在大型国际科研项目上，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取消了俄罗
斯的观察员身份，终止了其参加
相关学术会议和使用欧方大型
加速器等实验设备的资格，暂停
了其成员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的所有合作；位于德国的欧洲自
由电子激光装置运行方宣布暂
停与俄方的合作协议；欧盟委员
会宣布，暂停欧盟科研资助框架
“地平线欧洲计划”中涉及俄研
究机构的各项协议……
在太空探索领域，欧洲航天
局暂停与俄罗斯在月球任务和
“火星太空生物学”计划上的合
作；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地外物
理研究所宣布，德国建造的搭载
于俄罗斯卫星上的“eROSITA”
X 射线空间望远镜暂停工作；用
俄罗斯火箭发射四颗伽利略导
航卫星、
“ 欧几里德”空间望远镜
以及法国 CSO-3 侦察卫星的计
划也已暂停……
国际空间站是俄罗斯与美
国太空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虽然
双方在该项目上的合作目前依
然在继续，但也面临不确定性。
俄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
罗戈津日前表示，俄方已就终止
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的时间作
出决定，不过不会对外界公开。
他说，俄方将按照相关要求，提
前一年向合作方通报退出该项
目的日期。
在学术交流层面，英国、欧
盟等方面冻结或撤回了对俄罗
斯科研项目的资金支持；德国大
学校长联席会议冻结了与俄方
在科研、教育和培训项目上的合
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结束了与
“俄罗斯硅谷”斯科尔科沃创新
中心的合作关系；俄罗斯和白俄
罗斯的科学出版物被排除在重
要的国际数据库之外……

损人害己的﹃双刃剑﹄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3 日说，为
解救被困在马里乌波尔市亚速
钢铁厂的乌军伤员，乌方正与
俄 罗 斯 进 行“ 非 常 艰 难 的 谈
判”。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13 日
通电话，这是自俄罗斯在乌克
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两国
防长首次通电话。
——泽连斯基 13 日夜间
在视频讲话中说，没有人能够
预测乌俄之间的冲突会持续多
久。乌克兰正与俄罗斯进行
“非常艰难的谈判”，试图解救
被困在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
厂的乌军伤员。他说，乌克兰
13 日击落了第 200 架俄罗斯
战机，俄罗斯在坦克、装甲车、
直升机和无人机方面损失惨
重。乌军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
了一些城镇和村庄，这些地区
电力、自来水和通信的恢复工
作正在进行中。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
克 13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
解救被困在亚速钢铁厂的乌方
军人，乌俄双方的谈判非常艰
难，结果或许不会让所有人感
到满意。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报道，约 600 名受重伤的乌军
人被困在亚速钢铁厂内，乌方
提出用俄军被扣押人员交换这
些伤员。韦列修克曾表示，目
前乌方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除
俄军对亚速钢铁厂的封锁。
—— 乌 克 兰 国 防 部 长 列
兹尼科夫 13 日在社交媒体发
文称，乌俄冲突正在进入一个
“新的、持久的”战争阶段，接
下来数周对于乌方而言将“极
其艰难”。列兹尼科夫表示，
乌克兰的苏制武器库存将在
高强度的战争中迅速耗尽，乌
克兰正从西方伙伴那里获得
重 型 武 器 。 此 外 ，超 过 1500
名乌克兰士兵正在或即将接
受训练，以掌握西方伙伴国家
提供的武器装备。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
古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13
日通电话。这是自俄罗斯在乌
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两
国防长首次通电话，双方讨论
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际
安全热点问题。美国国防部发
言人柯比当天发布简短声明
说，奥斯汀在通话中敦促“立
即”
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并强调
美俄两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
重要性。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科纳申科夫 13 日通报说，自开
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共
摧毁了乌军 165 架飞机、125
架直升机、845 架无人机、304
套防空导弹系统、3039 辆坦克
和其他装甲车、369 台多管火
箭炮、1498 门野战火炮及迫击
炮和 2882 辆特种军用车辆。

科学合作成牺牲品

俄美防长自俄乌冲突以来首次通电话

乌总统说解救钢铁厂乌军伤员谈判﹃艰难﹄

关注乌克兰局势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当选阿联酋总统

“现实是，政治在太空中
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巨大作
用。”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
期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并援引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乔丹·比
姆的话说，
“ 我们地球上的所
有问题都会在太空复制或放
大。
”
对于这种将科学问题政
治化的做法，西方一些学者站
出来表示反对。来自美国、加
拿大和英国的 5 名科学家日前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开信
说：
“ 切断与俄罗斯科学家的
一切互动将对西方和全球的
各种利益和价值观严重不
利。”公开信作者之一、美国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
科学与政策研究教授约翰·霍
尔德伦说，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北极研究这两个领域，俄罗斯
的科学研究尤为重要。他说，
写这封信是因为他们对俄罗
斯科学家遭到“全面妖魔化和
孤立”
深感震惊。
上千名俄罗斯科学家参
与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实
验工作。该中心研究和计算
主管约阿希姆·姆尼希表示，
这些俄罗斯同事不应受到“惩
罚”。巴西物理学会主席、核
物理学家德博拉·佩雷斯·梅
内塞斯也认为，科学家不应为
俄乌冲突付出代价。
《自然》杂志文章指出，历
史上，国际科学合作即使在困
难的时期也是交流的桥梁。
接触而非孤立，更有助于为构
筑文化和社会的沟通桥梁奠
定坚实基础，从而为和平铺平
道路。科学的力量可以推动
国际社会的积极变化。
“ 尽管
当前存在挑战，科学交流仍应
继续进行。”
（新 华 社 伦 敦 5 月 14 日
电 记者郭爽）

印度首都一商业建筑起火 至少27人死亡
印度首都
新德里一座商
业建筑 13 日发
生严重火灾，
造 成 至 少 27
人 死 亡 、数 十
人受伤。印度
总统和总理对
遇难者家属表
示慰问。
①

②

安全隐患
西方媒体报道，火灾发生于 13 日傍晚，起火
建筑共四层高，位于新德里西部蒙德加地区。
消防部门出动 27 辆消防车，经过 5 个多小时
扑灭火焰。搜救行动继续展开，寻找建筑中受困
人员。
当地官员估计，起火时大楼里有 100 多人。
来自印度首都地区消防局的萨特帕尔·巴拉
德瓦杰负责现场救援行动。
“从大楼里找到 27 具烧焦尸体，20 多名伤者
正在接受治疗，”他告诉法新社记者，
“（起火建
筑）没有消防通道，多数人因窒息而死。”
不过，消防官员苏尼尔·乔杜里告诉法新社
记者，有些人急于逃生而从大楼里跳出，事故导
致的受伤人数还会增加。
新德里电视台则报道，40 多人因烧伤送往医
■■■■■

院救治。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12 人被烧伤，50
人被疏散出大楼。
一些官员说，
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阿米特·马哈詹的两名亲戚在火灾发生后失
踪，两人曾在那里“培训工人”。他告诉法新社记
者：
“我已经去过附近所有医院，但没有发现他们
的踪迹。我们不确定他们是否安全。”
起火原因尚不清楚。印度首都地区消防局
局长阿图尔·加格说，这座建筑没有得到消防部
门许可，也没有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安全设备。加
格说，火灾起于一层，并迅速蔓延到其他区域，这
些区域存放着用于制造设备的易燃塑料材料。
警方 14 日说，已逮捕一家生产和销售监控摄
像头企业的两名老板。按《印度快报》说法，据信
火灾起于这家办公室。

五月十三日晚，
消防员在火灾现场工作 。
五月十四日，
人们聚集在火灾的建筑周围 。
本栏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②①

悲剧频发
就 13 日的火灾，印度总统拉姆·纳特·
科温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 这起悲剧性火
灾事故令我痛心，我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
问，希望伤者迅速康复”。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也在社交媒体
发文说，对这起“悲剧性火灾造成的生命损
失感到极为悲痛，我对遇难者家属表示同
情，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由于施工人员和居民忽视建筑法规和
安全规范，
火灾在印度较为常见。
印度最严重火灾之一发生在 1985 年，
北部哈里亚纳邦一所学校起火，导致 442 人
死亡，
包括 258 名儿童。
2019 年 12 月，新德里一间工厂因短路
发生火灾，至少 43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今
■■■■■

年 3 月，特伦甘纳邦首府海得拉巴一座废料
库失火，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4 人受伤。4
月，安得拉邦一家化工厂失火，造成至少 6 人
丧生、逾 10 人受伤。
另外，印度一些医院在去年新冠疫情高
峰期起火，加重困境。
去年 4 月，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市附近一
家医院起火，导致 22 人死亡。5 月，古吉拉
特邦一家医院发生火灾，16 名新冠患者和两
名护士丧生。11 月 6 日，马哈拉施特拉邦一
家医院收治新冠病患的病区起火，导致 10
人丧生。同月 8 日，中央邦首府博帕尔一家
公立医院发生火灾，致使监护室内 4 名新生
儿遇难。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迪拜 5 月 14 日电 （记者苏小坡）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联邦最高委员会 14 日选举穆罕默
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为阿联酋总统，
接替于
13 日逝世的前总统谢赫·哈利法·本·扎耶德·阿
勒纳哈扬。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
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当
日在阿布扎比主持召开联邦最高委员会会议，一
致选举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为阿联
酋总统。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生于 1961
年，是阿联酋首任总统扎耶德第三子，
前任总统哈
利法之弟。他 2004 年 11 月被立为阿布扎比酋长
国王储，2004 年 12 月出任阿布扎比执行委员会
（阿布扎比酋长国政府）主席，2005 年 1 月出任阿
联酋武装部队副总司令。
阿联酋联邦最高委员会由七个酋长国的酋长
组成，
是最高权力机构，总统和副总统从最高委员
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总统兼任武装部
队总司令。

新西兰总理确诊感染新冠

新西兰总理办公室 5 月 14 日证实，总理杰辛
达·阿德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这是 2022 年 3 月 23 日在新西兰惠灵顿拍摄
的杰辛达·阿德恩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美联

西共体国家签署宣言
承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新华社阿克拉 5 月 13 日电 （记者许正）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13 日在加纳首都阿克
拉举行成员国卫生部长会议，该组织 15 个成员国
在会上签署《阿克拉宣言》，承诺实现西非地区全
民健康覆盖。
西非卫生组织总干事斯坦利·奥科洛在会上
说，该宣言包括了成员国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所
作出的一系列承诺，将确保各国资金投入，
尽力降
低个人健康支出。
“我们注意到，新冠疫情致使许多弱势群体陷
入贫困，因此使这一群体享受到健康服务至关重
要。此外，成员国还将加强合作、互借经验，以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
奥科洛说。
加纳卫生部长夸库·阿杰曼-马努在会上发言
说：
“我们不能让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加剧各国
在卫生领域的不平等。我们必须借此机会改革我
们的卫生系统，
而互相借鉴经验将对此有所助益。
”
西共体成立于 1975 年，有 15 个成员国，是目
前西非地区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

美一城市两小时三起枪击案
至少21人受伤

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 13 日晚连续发
生三起枪击案，造成至少 21 人受伤。这三起案件
发生在大约两小时内，
警方逮捕多名嫌疑人。
美国媒体报道，第一起案件发生在密尔沃基
市中心。当地时间 13 日 21 时 15 分左右，一名 29
岁男子在一场篮球赛结束后开枪打伤 3 人，其中
包括一名 16 岁少女。警方已经逮捕嫌疑人，正在
调查案件详情。
当地时间 13 日 22 时 30 分左右，一名 20 岁男
子遭枪击受伤，
警方正在搜捕犯罪嫌疑人。
大约半小时后，当地酒吧街发生第三起枪击
案，导致 17 人受伤。伤者年龄在 15 岁至 47 岁之
间，均无生命危险。警方逮捕 10 名涉事嫌疑人，
在现场缴获 9 支枪。
美国枪支泛滥，
枪击事件频发。根据非营利组
织
“枪支暴力档案”
网站5月1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
今年以来，
美国国内已有 15577 人在涉枪事件中丧
生，
另有12714人受伤。
张旌（新华社微特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