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韩国东北部江原道

部分区域 1 日至 2 日迎来飞雪， 韩国

媒体称这是该国 22 年来首次出现 5

月降雪。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通常情况

下，韩国各地 5 月已进入初夏，但江原

道罕见地迎来降雪。

韩国气象厅说，1日夜间至 2日上

午， 江原道部分区域的积雪厚度最高

达到 18.5厘米。

气象厅提醒说， 虽然江原道 2 日

上午解除大雪预警， 但是这一区域气

温仍将偏低，可能还会有大雷雨。

叙利亚总统

“大赦天下”

3 日 7 时 （北京

时间 9 时）许，孟加拉

国一艘载有约 30 人

的船只与一艘运沙船

在该国帕德玛河上相

撞后倾覆，至少 25 人

死亡，另有 5人获救。

孟加拉国境内河

流众多， 船运是主要

交通方式之一。 不少

船只年久失修， 加上

超载、 恶劣天气等因

素， 沉船事故时有发

生。 据新华社

孟加拉国 两船相撞致 25人死亡

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当前欧美

与俄关系紧张，但仍有回旋余地。布

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欧

汉龙认为， 拜登目前在对俄政策上

有些“本能的条件反射” ，他怀疑拜

登政府在对俄政策上尚未形成宏观

战略性视野。

在美国宣布制裁俄罗斯的同

时，拜登也表示美俄应缓和局势，并

提议与普京举行峰会。 俄罗斯总统

助理乌沙科夫 4 月 25 日表示，俄美

领导人可能在 6月举行会晤。

欧洲方面， 尽管近期俄与欧洲

多国互逐外交官，但德、法、英等主

要国家并未参与。 俄罗斯国际事务

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认

为，驱逐外交人员是小规模、象征性

的措施， 欧盟主要国家采取了谨慎

内敛的态度，暂时并不想卷入。

同时， 欧盟成员国依然是俄罗

斯的重要贸易合作对象。数据显示，

2020年 1月至 10月，欧盟与俄罗斯

贸易额占俄外贸总额近四成， 而欧

盟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仍在。 俄

《独立报》指出，在双边关系恶化情

况下， 经济上相互依存成为维系关

系的生命线， 俄罗斯和欧盟都不会

中断双边关系。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

政治研究所学者阿尔巴托娃认为，

俄欧对抗的根源在于双方对后冷战

时期欧洲安全看法的分歧。 当前情

况下不可能重建俄欧关系， 但双方

关系也不会完全破裂， 而是会在

“狭窄的机会走廊” 中进行选择性

互动。 据新华社

俄欧选择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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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俄，俄……

美国又去欧洲“黑”俄罗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3 日在伦敦开启为期一周的欧洲行，其间将参加

七国集团(G7)外长会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俄罗斯是布林肯此行“关

键词”之一。 预计美国将继续敦促欧洲抗衡俄罗斯影响力并为乌克兰站

台。 专家指出，维持俄欧紧张态势是美对俄战略的重要一环，未来各方博

弈仍会加深，但俄欧关系大概率斗而不破。

★核心提示

美俄持续博弈

布林肯将于 3 日至 5 日参加

G7 外长会及多个双边会晤，随后对

乌克兰进行 2 天的访问。 美国国务

院官员在布林肯访前吹风会上表

示， 外长会期间布林肯将继续向德

方阐明应停止“北溪－2” 天然气管

道项目；在基辅，他将与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和外长库列巴会晤， 重申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尤其是在当

前俄乌局势紧张之际。

美俄关系目前处于冷战后最低

谷。 4月中旬以来，拜登政府对俄罗

斯实施大规模制裁及驱逐外交人员

等强硬举措。 俄罗斯则坚决展开对

等反击。 总统普京 4月 23日还签署

了针对外国不友好行为的法令，限

制“不友好” 国家的外交使团等机

构与俄个人签订劳务合同等， 美国

也在名单之中。

受此影响， 美驻俄大使馆 4 月

底宣布，将于 5 月 12 日起大幅缩减

针对俄罗斯公民的领事服务。 美国

大使馆称， 原因是俄政府新规使大

使馆领事部工作人员减少了 75%。

乌克兰是美俄博弈的另一焦

点。 过去半个月来，乌克兰东部局

势一度趋紧。 俄乌分别指责对方在

两国边境集结军队。 美国则多次联

合欧洲盟国密集发声支持乌克兰。

近期，俄罗斯宣布结束在俄乌边境

及克里米亚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

参演部队撤回基地。 乌克兰欢迎俄

方撤军决定。 泽连斯基日前在接受

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希望与

普京举行首脑会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提及布林

肯访乌时表示，美将重申“坚定支持

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持续侵犯下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 。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显示美国并不乐见俄乌缓和紧张。

欧洲成对抗舞台

美俄斗法也传染到多个欧洲国

家。过去近三周，波兰、捷克、罗马尼

亚、 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等国

驱逐了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欧洲

议会 4 月 29 日通过决议称，如果俄

罗斯入侵乌克兰， 欧盟将切断俄与

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的联系， 并立刻停止从俄进口石油

和天然气。 欧洲议会还呼吁欧盟减

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停止“北

溪 -2”项目。作为反制，俄罗斯同样

驱逐了上述多国外交人员。 俄外交

部 4 月 30 日宣布，禁止 8 名欧盟及

其成员国官员入境俄罗斯， 包括欧

洲议会议长萨索利。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

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认为，这

些欧洲国家的举动是追随美国反俄

政策的表现。俄外交部也表示，这暴

露了欧盟试图不惜一切遏制俄罗斯

发展， 公开挑战俄外交和内政独立

性。在美国教唆下，欧洲正在变为世

界地缘政治对抗的舞台。

据美国国务院消息， 布林肯 2

日与捷克总理巴比什通电话， 强调

美国支持捷克在应对俄罗斯问题上

的做法。 捷克在这一轮欧洲反俄风

潮中扮演了急先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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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峰会讲话（资料图）

据新华社电 记者 3 日从公安

部获悉， 公安部今年初部署开展

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 查找失踪

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 “团圆”

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共侦破

拐卖儿童积案 43 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86 名，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

童 700 余名。

专项行动中， 各地公安机关紧

紧依托“打拐 DNA系统”和儿童失

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 ，

快侦快破现案，扎实攻坚积案，成功

侦破一批拐卖儿童案件， 缉捕一批

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 找回一批失

踪被拐儿童。 其中，安徽、福建、广

东、四川、贵州等地公安机关成功帮

助一批失散家庭实现团圆；吉林、上

海、重庆、湖南、陕西等地公安机关

找回多名失散 30 年以上的儿童；辽

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朝阳“2·5” 系

列拐卖儿童积案， 找回 9名被拐 20

多年的儿童； 宁夏公安机关成功侦

破“10·9” 拐卖儿童积案，找回 1 名

被拐 11年的儿童。 各地公安机关组

织认亲活动 120 余场， 并通过多种

形式进行广泛宣传， 有力震慑违法

犯罪分子。

近日，公安部对深入推进“团

圆” 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

全国公安机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树立“全国一盘棋” 思想，深

化案件信息核查清理， 对重大案

件开展挂牌督办、合力攻坚，努力

再突破一批积案隐案、 抓获一批

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 同时，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支持参

与“团圆” 行动，在全社会持续掀

起反拐寻亲强大声势， 努力让失

踪被拐儿童早日回家， 让失散家

庭早日团圆。

“团圆”行动 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700余名

全国共侦破拐卖儿童积案 4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6名

据新华社电 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 2日颁布大赦令，对符合条

件的罪犯实行减刑或免刑。

根据大赦令， 此次大赦适用于

2021 年 5 月 2 日前犯罪的人员，赦免

罪行涉及青少年犯罪、逃兵役等，符合

规定条件者将被免除刑罚或减少刑

期。赦免罪行不包括走私武器炸药、叛

国、从事间谍活动等。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巴沙尔

已数次颁布大赦令。 此次大赦令是在

叙利亚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背景下颁

布的。

★图说新闻

这是 5 月 3 日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拍

摄的车辆和行人稀少

的街道。

土耳其新冠病毒

感染人数居高不下，4

月 29 日开始在全国范

围内“封城” 。 这是土

耳其疫情暴发以来首

次全国性“封城” ，“封

城” 从当地时间 4 月

29 日晚 7 时启动，持续

至 5月 17日早 5时，涵

盖斋月部分时间和开

斋节。 据新华社

土耳其实行首次全国性“封城”

叙利亚最高宪法法院 3 日宣布，

接受包括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

内 3人的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申请。

叙最高宪法法院院长穆罕默德·

拉哈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对

51 名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后，最高

宪法法院决定接受包括巴沙尔在内共

3人的自荐申请。

根据叙利亚选举法， 总统选举候

选人申请者必须获得至少 35 名议员

的支持才能正式成为候选人。 在叙人

民议会的 250 个席位中， 巴沙尔领导

的执政党复兴党拥有近七成席位。

叙利亚议会 4 月 18 日宣布，总统

选举定于 5月举行。根据叙宪法，总统

任期 7 年，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候选

人需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才能当选。 现

总统巴沙尔自 2000年起连任至今。

据新华社

◎相关阅读

巴沙尔将继续

参选叙利亚总统

韩国 22年来

首迎 5月降雪

据新华社电 日本媒体 3 日报道，

东京奥组委正计划招募大约 200 名经

过认证的运动医生， 为奥运会和残奥

会服务，但由于全国疫情严重，招募工

作困难重重。

东京奥组委上个月还透露， 将为

奥运会和残奥会招募大约 500 名护

士，另有奥组委官员表示，东京奥运会

和残奥会需要的所有医护人员将达 1

万名。

不过，很多医护人员表示，为了应

对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们已经接

近极限，很难再为奥运会服务。

日本医务工作者工会联合会日

前发表声明， 称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应

对疫情，不是奥运会。

东京奥组委

难招医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