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1962年开始实施的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持续至今，60年来给古巴带
来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9日在记者会上表
示，古巴拟于11月第30次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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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英国工党、自由民主
党、苏格兰民族党已要求立即
举行大选。主要反对党工党领
袖斯塔默说，英国不是保守党
人的“私人领地”，无法承受“保
守党高层的又一次实验”。

英国利物浦大学政治学
教授斯图尔特·威尔克斯－
希格指出，特拉斯此前在保
守党党首选举第二阶段胜
出，从而出任党首和首相。
但只有十多万保守党党员参
与了投票，广大选民对首相
人选却没有决定权。

特拉斯宣布辞职后仅过
一天，一份呼吁提前举行大选
的请愿书已经获得80万民众
签名。“这是对民主的失望。”
英国《卫报》网站如此评论。

按法律规定，首相有权提
前举行大选。但英国媒体认
为，提前大选的可能性很小，因
为民调显示，若目前举行大选，
仅有14%的人会投票给保守党。

近年来，英国政坛乱象迭
出，政客丑闻不断，而选举也
只不过是一次次政治闹剧轮
回重演的新起点。英国公共
政策研究所今年上半年发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保守党
政府进一步破坏了民众对英
国政治体系的信任，尤其是年
轻人对英国民主的信心正在
急剧下降。民调机构益普索
集团近期对16岁至24岁英国
年轻人所做的调查显示，只有

17%的受访者乐观看待英国政
治的未来。

英国政坛乱象也在引发西
方舆论界反思。澳大利亚《悉
尼先驱晨报》说：“过去六周
……是教科书式的例子，说明
当政治空想家不被束缚、力排
众议并手握通往权力最高层的
钥匙时，会发生什么。”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则联系到美国自
身的民主困境：“美国和英国政
治体系的持久力量一直在于其
稳定性、有序的权力转移……
而在大西洋两岸，这一基础现
在都受到了质疑。”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4日
电 记者杜鹃 许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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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已连续执政十
多年，但近期不断有英国媒
体用“内爆”来形容这一老
牌政党的现状。7 月初，时
任首相约翰逊在大批内阁
要员请辞、政府难以为继的
困境中辞职。此后，在持续
约两个月的党首竞选期间，
保 守 党 内 部 分 歧 屡 被 曝
光。特拉斯上任后，其激进
财政政策引发金融市场剧
烈动荡，招致英国社会广泛
批评，再度引发保守党党内

“地震”。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欧洲研究所教授伊恩·贝格
指出，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
系列事情暴露了保守党内的
巨大分歧，换首相、换大臣、
做决策后又很快撤销……英
国政坛正在上演闹剧，“这不
是政府该有的样子”。

目前，英国人正在通胀
高企、经济恶化和政局动荡
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今年4
月至 7 月，英国通胀水平接
连刷新 40 年来最高纪录。
英国国家统计局 10 月 19 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0.1%。近来，英镑对美元汇
率一度跌至 1 比 1.13，处于
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摩
根士丹利等机构预测，今年
年底前，英镑兑美元汇率将
跌破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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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0月24日电（记者杜
鹃 许凤）英国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
24日成为执政党保守党新党首。在获得
英国国王批准后，他将出任英国首相。

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团体
“1922委员会”当天下午表示，在规定的
候选人提名时限内，只有苏纳克一人获得
超过100名保守党籍下院议员的支持，取
得竞选新党首资格。委员会随后确认苏

纳克成为保守党新党首。
按照程序，苏纳克将在获得国王查尔

斯三世授权后组建新内阁，正式就任首
相。根据规定，执政党新领袖接任首相职
位，任期至下次议会选举。本届议会的任
期至2024年12月结束。

本月20日，伊丽莎白·特拉斯宣布辞
去首相职务和保守党党首职务。保守党
随后进入选举新党首的流程。在此期间，

英国工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等
反对党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苏纳克现年42岁，毕业于牛津大学，
2015年当选议会下院议员，2020年起出
任财政大臣，今年7月初他辞去这一职
务，随后参加保守党党首选举，但败给特
拉斯。英国广播公司说，苏纳克将成为英
国历史上首位亚裔首相，也将是100多年
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

前财政大臣成为执政党保守党新党首

苏纳克将接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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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已经见证
了4位财政大臣、3位
内政大臣、两位首相
……他才4个月大。”
上任仅一个多月的英
国首相特拉斯日前宣
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
政党保守党党首职务，
引发英国天空新闻频
道编辑阿兰·麦吉尼斯
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番
感慨。英国媒体近日
也用“首相府‘首席捕
鼠官’拉里猫送别其第
四任首相”为标题，讽
刺保守党首相更替如
同“走马灯”。

分析人士认为，
英国政局动荡暴露出
执政的保守党内部的
分歧与混乱，同时也
暴露出政府对国家和
社会治理的失效。这
也使得英国民众对于
本国的民主制度越来
越失望。

国际观察

“人民请起来，消灭制裁！”上千名示威
者在第九届美洲峰会会场外高呼口号，抗议
美国延续对古巴的制裁政策。

美国坚决不邀请古巴等国参加此次会
议的霸道表现受到拉美国家广泛批评，也使
此次会议成为美洲峰会创立以来参会领导
人最少的一届，凸显霸权主义不得人心。有
美国专家指出，美国从未平等对待拉美国

家，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自身在拉美地区拥
有说一不二的影响力，一些拉美国家早就对
此不满。这次美洲峰会的尴尬处境反映出
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进一步下滑。

古巴政府计划在今年 11月向联合国
大会提交有关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经济、
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的决议草案。自
1992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已连续29次以压

倒性多数通过古巴提交的相关决议草案。
古巴中学教师米格尔·克鲁斯说，联大

历年来的投票结果是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
国霸权主义的最有力证明。“古巴人有权利
摆脱美国制裁的枷锁，世界也有权利打破美
国的强权做派。”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10月23日电 记者
朱婉君）

古巴拟第30次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草案

美国封锁古巴60年 尽显霸权霸凌本性

“美国政府总是辩称，对古
巴的制裁只针对政府，不针对
民众，但每个古巴家庭对美国
封锁造成的伤害都有切身感
受。”62岁的古巴医生索尼娅·
门德斯对记者说。

从燃料、食品、日用品到
药品，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封锁
几乎覆盖一切，导致古巴长期
物资严重短缺，民众生活困
苦。“美国甚至在新冠疫情期
间阻碍古巴获取生产疫苗的
原材料，这等同于犯罪。”门
德斯说。

拉美社日前刊文指出，美
国的封锁比子弹和炮弹的破
坏力更大，“是对古巴人民人
权的大规模、公然和不可接受
的侵犯”。美国对古巴人民困
境的漠视无异于“令人心碎的
谋杀”。

据古巴官方统计，按当前
美元价格计算，美国封锁 60
年来已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超
过1542亿美元。若计入国际
市场上美元对黄金价格贬值
因素，则该数字超过13911亿
美元。其中，仅在去年8月至
今年2月间，美国封锁对古巴
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38亿美
元，是以往同期经济损失的最
高纪录。

古巴政府多次强调，美国
对古巴长期封锁违反国际法，
是残酷的经济战争行径。

“禁运是一场永久性的大
流行，一场无休止的飓风。”罗
德里格斯控诉美国。

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
表所谓的“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
的美洲”。长期以来，美国抱持“门罗主义”，
将拉丁美洲视为“后院”，通过强权干涉、威
逼利诱等手段迫使拉美国家按美国意志行
事。在近200年后的今天，“门罗主义”幽灵
依然游荡在拉美上空。

美国在历史上对古巴的所作所为即为
明证。门罗总统时期，美国1898年在对西班

牙战争胜利后占领古巴。1959年，古巴人民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巴蒂斯塔独
裁统治，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便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

1961 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并于
次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
易禁运。2015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但
美国并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2017 年特
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再次加码对古制

裁。拜登政府去年1月上台以来，已两度
延长作为对古封锁、禁运法律依据的《对敌
贸易法》的有效期。

今年6月，美方拒绝邀请古巴、尼加拉
瓜和委内瑞拉领导人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
九届美洲峰会。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
内尔指出，在美方操纵下，美洲峰会重拾

“门罗主义”，是一次“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
的表演”。

霸权主义不得人心

“门罗主义”幽灵还在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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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10月24日电 朝
鲜24日发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发言人谈话称，韩国舰艇当天凌晨
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对一艘朝鲜船
只进行“警告射击”，朝方采取反制
措施。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总
参谋部发言人谈话称，当天凌晨3
时50分许（北京时间2时50分许），
韩方护卫舰在距白翎岛西北20公
里海域进行警告射击。朝鲜人民军
总参谋部下令采取反制措施，于当
地时间5时15分（北京时间4时15

分）在事发海域附近使用火箭炮进
行威慑警告射击。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4日说，
当天凌晨，一艘朝鲜商船在半岛西
部海域越过“北方界线”，韩国军方
对此采取广播及警告射击等驱逐
措施。

朝韩双方就朝鲜半岛西部海
域边界划分一直存在分歧。韩方
在包括延坪岛在内“西海五岛”与
朝鲜西部海岸间划定名为“北方
界线”的海上分界线，朝方对此不
予承认。

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

韩舰艇对朝船只“警告射击”

这是10月24日在菲律宾宿务拍摄的冲出跑道的客机。
韩国大韩航空公司24日说，大韩航空一架载有173人的空客A330型

宽体客机23日晚在菲律宾中部宿务市降落时冲出跑道，幸无人员受伤。
新华社/美联

韩国一客机在菲律宾冲出跑道

美国芝加哥市警方说，23日凌
晨上百辆车在这座全美第三大城市
占道飙车，其间发生枪击，至少5人
中弹，其中3人死亡。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芝加哥市
警官唐·杰罗姆说，上百辆车在芝加
哥西南部布赖顿公园街区一条街道
进行直线竞速和漂移比赛。凌晨4
时左右，现场发生枪击。警方在全
市范围布设的枪声探测警报系统显
示，飙车地点传出至少13声枪响。

杰罗姆说，3名死者年龄在15
岁至20岁之间，他们生前关联一个

帮派。调查人员在事发现场发现多
种弹壳，显示枪手可能不止一人。

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杰
罗姆说，芝加哥市近来多个地点出现
街头飙车，前一天晚上也有几场但没
出事。代表事发街区的市议会议员
奥尔德曼·雷蒙德·洛佩斯敦促警方
采取更积极措施，遏制街头飙车。

另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22
日晚至23日晨，芝加哥发生多起枪
击事件，包括飙车现场枪击在内，一
共导致9人丧生。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芝加哥街头飙车变枪击 3死2伤

意大利新任总理焦尔吉娅·梅
洛尼23日在罗马会晤前来意大利
出席活动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这是她就职后首场面对面
外交活动，两人“坦率”交谈。

梅洛尼与马克龙闭门会晤一个
多小时。梅洛尼的办公室发表声明
说，这场非正式会晤“友好且有成
果”，讨论了欧洲能源危机、乌克兰局
势和移民问题，双方一致认为应“在
欧洲联盟层面和尊重彼此利益的基
础上，就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继续合
作”。马克龙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表
示，会晤“坦率、务实、富有建设性”。

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与
联盟党、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中右

翼政党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中获
胜。梅洛尼22日宣誓就职，成为意
大利首名女总理。

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去意大
利参加活动，他的助手直到最后一
刻才证实他将会晤梅洛尼。

与梅洛尼会晤后，马克龙上传
两人的合照，写着“作为欧洲人和邻
国”，“我们必须与意大利一起，继续
从事我们开启的所有工作”。

梅洛尼就任当天，欧盟领导人
对她表达祝贺。欧盟委员会主席乌
尔苏拉·冯德莱恩说，她与梅洛尼首
次通话气氛“良好”，期盼今后能有

“建设性合作”。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意大利新总理就职次日会晤马克龙

新华社卢布尔雅那10月23日
电（记者周玥）斯洛文尼亚23日举
行总统选举，7名总统候选人无一
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得票数最多
的前外交部长、中右翼反对党斯洛
文尼亚民主党议员安热·洛加尔和
独立候选人娜塔莎·皮尔茨·穆萨尔
将于11月13日进行第二轮角逐。

斯洛文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
23日晚宣布，本次总统选举投票于
19时结束，全国约170万选民中的
51%参加了投票。截至22时，99%

选票的计票工作基本完成，7名候
选人无一人获得直接当选总统所需
的半数以上选票，洛加尔获得
33.9%的选票，穆萨尔获得26.9%的
选票。

尽管洛加尔在第一轮选举中领
先，但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穆萨尔
很可能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并成
为斯洛文尼亚首位女总统。

新当选总统将于 12 月 23 日
接替现任总统帕霍尔，开始 5 年
任期。

斯洛文尼亚总统选举进入第二轮角逐
民调显示穆萨尔很可能获胜，并成为该国首位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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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据俄罗
斯国防部23日消息，俄国防部长绍
伊古当天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
话讨论乌克兰局势。这是双方近日
第二次就乌局势通话。24日，乌克
兰外长库列巴就俄方指责乌有意发
出挑衅进行了回应。

俄国防部未就23日俄美防长
通话提供更多细节。另据美国五角
大楼发布的通话纪要，奥斯汀在通
话中表示，美方“拒绝接受俄方对升
级（局势）的任何借口”，同时重申美
俄继续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

队司令基里洛夫24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称，乌克兰计划使用“脏弹”并
嫁祸给俄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24日表示，乌克兰可能使用

“脏弹”的威胁真实存在。据塔斯社
报道，当天早些时候，绍伊古与英
国、美国、法国和土耳其防长通电
话，表达了对此事的担忧。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4日在社
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他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话。为回应
俄方关于乌克兰可能使用“脏弹”的
指控，库列巴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
立即派遣专家访问乌克兰开展调
查，格罗西表示同意。

俄美防长再次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