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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塞连任世卫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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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24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
府不惜以本国经济受损为代价制裁俄罗斯的做法，在国
内越发不受支持。报道认为，这一变化体现美国民众对
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的焦虑感在攀升。

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
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本月12日至16日询问1172名成年
公民。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45%认为政府当务之急是
尽可能有效地制裁俄罗斯，而51%认为应把尽量避免本

国经济受冲击作为优先事项。
相比上月同一主题调查，支持“制裁优先”与赞成“经济

优先”的比例发生对调。美联社解读，民调所示舆论变化反
映了美国民众对当前国家经济形势的焦虑，汽油、食品等日
常所需商品价格飙升让许多家庭财务紧张，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削弱了他们对动用国家财政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支
持意愿。

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因与俄罗斯能源企业关系密切而
备受压力，放弃出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监事。

据德新社报道，这一消息24日首先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获
得同施罗德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士证实。

俄气2月初提名施罗德加入监事会，原定在6月30日年度股
东大会上确认这一任命。按照施罗德的说法，他很久以前就已告
诉俄气，自己没兴趣接受这一任命。

自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招致美国和
欧洲联盟全方位、无差别制裁以来，施罗德因为与俄能源巨头和俄
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而在德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批评。他所属的社
会民主党作为执政联盟最大成员，也因此承受舆论压力，考虑开除
施罗德党籍。

德国联邦政府日前发起的一项财政开支提案获得联邦议院预
算委员会通过，事实上取消了施罗德部分“前总理”待遇，不再承担
其个人办公室开支、收回两辆配专职司机的公务用车，仅保留警卫
人员和养老金。施罗德随后辞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

俄罗斯石油公司20日宣布，施罗德将不再续任其在该公司董
事会职务。同属社民党的现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随后敦促施罗
德停止从事其他与俄企业相关活动。

施罗德现年78岁，1998年至2005年任德国总理，在任内及卸
任后积极推动俄气输欧的“北溪”“北溪-2”管道项目。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休斯敦5月24日电（记者 徐剑梅）据美国媒
体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一所小学24日
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枪
手被击毙。

报道说，18岁的当地高中生萨尔瓦多·拉莫斯当天
持枪闯入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校园，逐教室开枪行凶，
直至被执法人员击毙。当天早些时候，他先向自己的祖
母开枪，然后开车前往罗布小学，在校外将车撞毁。当
地警方称，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单独行动。警方没有
透露其行凶动机。

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是近十年来美国小学发生的最
严重枪击事件。得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枪手“以可怕、令人费解的方式开枪杀人”。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发布公告，下令即日起至28日日
落时分，在白宫及所有公共建筑等场所降半旗。他在全
国讲话中呼吁实施新的控枪措施，但没有提及任何具体
措施或进行立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表声明，对枪击事件
深感震惊和悲伤。声明说，尤为让人心痛的是，大多数受
害者为儿童。

许多分析人士对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状态下的控枪
前景表示怀疑。美联社报道称，美国枪支管制改革的前
景似乎与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一样黯淡。

201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事
件，20名儿童和6名成年人遇害，是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
小学校园枪击事件。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马卓言）针对近日美
国得克萨斯州小学发生枪击事件致师生死亡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
说，中方对美国一再发生此类恶性枪击事件造成严重伤
亡感到痛心，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
表示同情和慰问。

汪文斌说，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种族歧视是最大的不
公。美国是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人权
赤字最严重的国家。但令人不可接受的是，过去数十年来，
人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在解决上述问题上采取任何实质举
措。过去25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未能出台一项控枪法案。

汪文斌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人权遭受系统性
侵犯无动于衷，却热衷于打着人权幌子对别国肆意攻
击、横加干涉。这充分表明美方所谓的“重视人权”完全
是虚伪、空洞的说辞。

汪文斌说，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把美国人民人权放在
心上，尽快向世界提交一份美国的人权报告，深刻检讨
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儿童
和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概率是其他31个高收入国家总和
的15倍？为什么纽约的亚裔生活在恐惧之中，对穆斯林
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
续？为什么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医疗技术和条件，却成
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汪文斌说，美方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美国
民众的生命安全，让美国民众切实享有免于恐惧、免于
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权利和自由。

新华社日内瓦5月24日电（记者 刘曲）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75届世界卫生大会24日选举唯一候选人、世界卫生组织现任总干
事谭德塞为该组织下一任总干事。

谭德塞当天接受担任世卫组织新任总干事的任命，并致辞说，
他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将各国初级卫生保健作为世卫组织倡导的“全
民健康覆盖”的基石，并将强化世卫组织在面对卫生突发事件时的
准备和应对。他还特别强调世卫组织可持续性筹资的重要性。

谭德塞现年57岁，2017年7月首次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其
新任期将于今年8月16日正式开始。在首次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
前，谭德塞曾先后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谭德塞
是国际知名疟疾研究专家，还担任过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
疾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等。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的规则和程序，世卫组织总干事一职任期
5年，可连任一次。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呼吁共同坚守《巴黎协定》承诺

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学枪击事件致21名师生死亡

小学校园内 枪声再响起

我外交部

对恶性枪击事件感到痛心

记者手记

惨案后的无力与无奈

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城尤瓦尔迪，罗布小学，注册学

生近600名。

美国中部时间24日11时30分许，有人闯入罗布小学，

一间教室接一间教室开枪，有的孩子被直接击中面部。

枪手是同一学区的一名高中生，今年18岁，庆生时

买了两把枪作为自己的成年礼物。

暑假前最后一周，这么多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

目前已确认身份的死者中，有8岁小男孩，也有10

岁小姑娘。直至24日深夜，受伤人数仍不详。尤瓦尔迪

纪念医院收治了14名伤者，其中11人是儿童。

电视画面里，救护车在学校附近街道上闪着灯，执

法人员来来往往，父母泣不成声。一些家庭深夜仍在等

待孩子被救治的消息。

一位名叫埃斯特拉达·迭戈的家长说：“你听到过其他

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你永远不会想到这里也会发生。”

这是美国发生重大枪击案后经常能听见的话语。枪

击事件如此之多，令很多美国人一方面感到无能为力，无

可奈何，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以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事实上，美国是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在所有富

裕国家中，美国枪支谋杀率和自杀率均居首位。

罗布小学枪击案并非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

201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造成20名

儿童和6名成年人死亡。

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发表声明说，校园枪

击是每个家长最大的恐惧、最恐怖的噩梦。他对国会缺

乏通过立法保护儿童的意愿感到愤怒。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说，必须采取行动。但行动

在哪里？讲话中拜登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控枪举措或

进行立法。这些年来，美国关于控枪立法的辩论时起时

伏，但控枪改革始终难以推进。

不仅如此，在得克萨斯等共和党人主政的红州，近年来

枪支管制更趋宽松。2021年9月1日生效的得州新州法允

许21岁及以上的人无须申请许可证或接受培训便可携枪。

罗布小学枪击案发生后，美联社报道称，“美国枪支

管制改革的前景似乎依然黯淡，就跟（2012年）桑迪胡克

小学枪击案发生后一样”。

还有美国媒体说，这是美国经历的“最可怕时刻之

一”。但更可怕的是，由于政治的极化与政客的不作为，

这样的枪击案未来多半会重演，人们在震惊与悲痛后，

可能会再次陷入无力与无奈。

新华社休斯敦5月2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5月25日晚间，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以视频方
式顺利举行，标志着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正式成立。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联委会的成立将引导金砖遥感
卫星星座合作更好地服务于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环境保护、
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促进金砖国家航天机构开展更高
水平合作，实现数据高效共享和有效利用，为金砖国家战略合作作
出新贡献，提供新动力。

会上，五国航天机构分别介绍了过去一年来各国开展的航天
活动以及关于《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协定》的执行情况，审
议通过了《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职权文件》《金砖国家遥感卫
星星座数据交换技术规范》和《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联合观测实
施程序》。

金砖国家航天合作联委会成立

智库机构“影响地图”组织25日发布的报告说，美国石
油和天然气企业正在借助俄乌冲突推销美国化石燃料，并
通过散布误导性信息影响人们对油价上涨的看法，以期推
动本国油气产业扩张。
“影响地图”组织设在英国伦敦。通过对比2月24日俄

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后美国油气企业的广
告和信息发布情况，这一机构发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工
业积极努力在乌克兰战事中获利。”

以美国石油业协会为例，报告指出，这一行业组织的
一个社交媒体账户在2月24日之后几周内发布的广告数
量比之前几周猛增，内容与美国产能源和能源自主相
关。美国石油业协会的功能之一是为石油企业游说政界
人士。
“影响地图”组织项目经理费伊·霍尔德在报告中说，

美国油气行业在俄乌冲突和天然气涨价中迅速动员，刺激
对美国国产能源的更多需求，但他们的依据“通常是具有
潜在误导性或可疑的说法”。

报告列举了2月24日以来美国油气行业取得的一些进
展，比如政府部门承诺加速审批新的天然气项目。

美国政府3月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也希望欧
洲联盟等其他盟友采取同样举措。不过，分析师认为，美
国和欧盟对俄能源依赖程度完全不同，美国会成为欧洲
“能源供应危机”的最大赢家。

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25日说，俄罗斯愿意有
条件开放海上人道主义通道，以便乌克兰粮食外运。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鲁坚科的话报道，俄方
已多次表示，解决粮食问题需多方努力，包括西方国家
解除对俄出口和金融方面的制裁，以及乌方清除其在港
口布设的水雷。
“俄罗斯已准备好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通道。”鲁坚

科说。按他的说法，俄方正在与联合国就此接触。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1日援引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话

报道，俄罗斯几乎封锁了乌克兰所有港口，超过2000万
吨待出口的粮食无法运出。

俄罗斯与乌克兰互指对方在港口布设水雷。俄国
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5日说，俄军已清除马里乌波尔

港口的水雷，港口运转恢复正常。
俄国防部20日说，最后一批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

厂内的乌克兰武装人员投降，俄军已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市。
鲁坚科强调，西方国家如果派军舰为运载粮食的乌克

兰船只护航，“将导致黑海局势严重恶化”。
泽连斯基25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讲话，再次表示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
京直接对话，但要求俄军和装备必须退回到俄方2月24日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的地区。

出席年会的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同一天表示，乌方
迫切需要多管火箭炮。他与大约10个有这类装备国家的
领导人会谈，得到的回答却是“美国人给你们了吗？”他呼吁
美方尽快向乌方提供多管火箭炮。 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局势

智库报告

美能源企业借冲突牟利

俄外交部称

愿意有条件开放海上通道以便乌克兰粮食外运

美联社民调显示 过半调查对象

不支持以经济受损为代价制裁俄罗斯

施罗德放弃俄气监事职位

美国枪患

美国得克萨斯州州

长阿伯特24日说，得克

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

一所小学当天发生枪击

事件。据报道，该案死

亡人数升至21人，其中

包括19名儿童。

图为：5月24日，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

尤瓦尔迪市，枪击事件

发生后人们惊魂未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5月24日电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
振华24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指出，中国始终积极践行应对气候
变化务实行动，呼吁各方共同坚守《巴黎协定》承诺。

解振华当天在“保护我们的星球和人类”利益攸关方对话会发
表讲话。他强调，中国始终积极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务实行动，作出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成立了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和实施双碳“1+N”政策体系，积
极推进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中国始终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
程。中国呼吁共同坚守《巴黎协定》，不能轻言放弃，为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指明了方向，注入强劲动力。

解振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共
同紧迫问题，在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发表演讲，提
出聚力战胜疫情、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重振全球发展事业、
摒弃冷战思维等四点主张；在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是倡议的重点合作领
域之一。

中国将于今年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解振华表示，作为COP15主席国，
中国将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便利条件，期待“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发挥擘画愿景蓝图、指明行动方向、激励全社会行动
的作用。

解振华强调，中国将从政策制定、能源转型、森林碳汇三方面
采取行动，包括：出台“1+N”政策体系和实施方案；稳妥有序推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强化森林碳汇，加强现有森林资源的保育，响
应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全球植万亿棵树”领军者倡议，力争10年
内植树700亿棵。
“保护我们的星球和人类”对话会由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

主持。与会各方围绕坚持自然和气候行动的方向、粮食安全、生物
多样性和气候之间的关键联系、保持自然和气候行动势头四项议
题展开互动交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降半旗向得克

萨斯州枪击事件遇害者致哀。 新华社发

5月15日凌晨，人们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枪

击案现场附近摆放蜡烛纪念遇难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