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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日本知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去世

希望各界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东方—2022”开幕 我陆海空齐上阵
演习在俄东部军区多个训练场和相关海域举行 将持续至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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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俄罗斯乌苏里斯克8月31日电

（记者 梅世雄）“东方—2022”演习8月31日
上午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谢尔盖耶夫斯
基训练场开幕。中国、阿尔及利亚、印度、白
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蒙古国等国派出部队
参加此次演习。开幕式上，俄罗斯国防部副
部长叶夫库罗夫宣布演习开始，随后各国参

演部队指挥员致辞，并举行了分列式。
记者从中方联合战役指挥部了解到，

此次演习旨在深化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
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
增强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演习
共分兵力集结部署、联合战役筹划、联合战
役实施、组织兵力回撤4个阶段展开。参

演各国军队共同组建导演部和联合战役指
挥机构。中方参演部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所
属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参演兵力
2000余人，各型车辆（装备）300余台，固定
翼飞机和直升机21架，舰船3艘。在过去
的十几天里，中方参演兵力采取摩托化行
军、铁路输送、海上机动、空中输送方式，顺

利实施跨境投送任务。
作为俄军4大战略方向演习之一的

“东方”系列演习，在俄军演习体系中占有
重要地位。“东方—2022”演习在俄东部军
区多个训练场和相关海域举行，将持续至
9月7日，参演总兵力超过5万人，共投入
5000多件武器装备。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月31日发
布报告说，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较前
一年缩短近 1岁。美联社说，2020 年至
2021年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缩短了近3
岁，而上一次出现如此降幅还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

美疾控中心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多年呈上升趋势，但疫
情暴发后开始下滑，2019年人均预期寿命
为78岁10个月，2020年缩短至77岁，2021

年进一步减至76岁1个月。
依照美疾控中心说法，这很可能是自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均预期寿命首
次出现连续两年缩短。

人均预期寿命指的是当年出生的婴
儿，结合当年死亡率，预期可以生存的平均
年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人口健康
模式的研究员罗伯特·赫默说，它是美国
“人口健康的最基本指标”。

美疾控中心认为，导致美国2021年

人均预期寿命缩短的最主要原因是新冠
疫情。尽管当时疫苗已经普及，但新的
变异毒株导致住院和死亡病例大幅增
加。其他原因包括滥用药物、心脏病、自
杀和慢性肝病，这些是美国长期存在的
情况。

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统计学家塞缪
尔·普雷斯顿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情况，以
前就不好，以后会更差。”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基辅8月31日电（记者 李东
旭 李铭）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1日报
道，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已离开基辅前
往扎波罗热核电站。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将
首次穿越前线，前往交战区，这不仅需要俄
方的明确安全保障，也需要乌方保障。

格罗西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此
行任务就是核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真实情
况，尽可能帮助稳定当地局势。他说，专家

团将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数天考察，同
核电站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报告考察结果，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计划在扎波罗热核电站
派驻永久代表。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30日报道，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30日在首都基辅会见格罗西时
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只有实现“非军事
化”，才能解除现有风险。泽连斯基说，当前
扎波罗热核电站存在发生事故、核反应堆故
障和断网等风险，希望来访的国际原子能机

构专家团能够帮助找到化解当地问题之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日

在“俄罗斯-24”电视频道节目中说，俄方
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在访问扎波罗
热核电站后得出的结论是客观、没有政治
色彩的。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

一。俄罗斯今年2月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后，很快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期，核
电站多次遭到炮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美国陆军发言人辛西娅·史密斯 8
月 30日证实，陆军暂时停飞大约 400架
H-47“奇努克”运输直升机，原因是这些
直升机存在燃料泄漏导致发动机起火的
风险。

史密斯说，燃料泄漏导致少量“奇努
克”直升机发动机起火，军方已经明确漏油
原因，正在解决问题。部分直升机可能不
需要修理，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复飞。

按史密斯的说法，“奇努克”直升机发
动机起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停飞出于谨
慎考虑。

美国媒体报道，检查发现70多架“奇
努克”直升机包含疑似关联发动机起火的
零部件后，美国陆军装备司令部作出停飞
决定，自上周末起生效。
“奇努克”直升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公司

暂时没有就停飞一事作回应。
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警方8月30日说，一名在瑞士失
踪30余年的德国登山者的遗骸在瑞士采尔
马特附近冰川被发现。瑞士警方认为，遗
骸的发现与全球变暖导致冰川消融有关。

据德新社报道，有登山者今年7月末
在采尔马特附近施特克利冰川发现一具成
年男子的遗骸和一些登山装备。德国警方
经DNA比对，确认遗骸为德国的一名失踪
男子。他生前住在德国巴登－符滕堡州尼
尔廷根。1990年8月，这名时年27岁的男
子在阿尔卑斯山一带旅游，由于没有抵达
原定目的地，有关方面遂启动搜寻工作，但
未能找到他。
德国警方推测这名男子死于意外。
瑞士瓦莱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随

着冰川消融，陆续有遗骸被人发现，其中可
能有几十年前失踪的人。

新华社微特稿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办公室8月31日说，马哈蒂尔当天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已入院接受观察。
马哈蒂尔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依

据医疗团队建议，马哈蒂尔已经入住国家
心脏中心，今后几天将接受观察。”
声明没有提及马哈蒂尔是否出现症状

以及其身体状况。马哈蒂尔的一名助理告
诉法新社记者，马哈蒂尔只出现轻微症状。
马哈蒂尔先前未曾感染新冠病毒。根

据他本人及马来西亚政府官员的说法，马
哈蒂尔已接种至少三剂新冠疫苗。公开信
息显示，他最近一次接种是2021年11月。

马哈蒂尔现年97岁，有心脏病史，曾
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他去年年底到今年年
初多次入院，一度出现病危传闻，后于2月
出院。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 孙楠）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
月31日就日本知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去世答记者问时说，希望中
日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不断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知名企业家、日本

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于8月24日在日本京都去世。稻盛先生
生前曾多次到访中国，在中国同样拥有较高知名度。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赵立坚说，稻盛和夫先生是全球知名企业家，为推动日本经
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了积
极贡献。中方对稻盛和夫先生去世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
慰问。
他说，中日两国各领域联系紧密，利益深度融合。中方希望两

国各界共同努力，不断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 孙楠）据报道，苏联最后一任
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病去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曾为
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病逝表示哀悼，向
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发言人8月30日证实，世卫组织日本籍高
级官员、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已被安排休假。多名消息人士
透露，这一安排与眼下世卫对员工举报葛西健霸凌、存在种族歧视
等行为的调查有关。
一名世卫官员在发给媒体的电子邮件中说，“西太平洋区域主

任葛西健目前在休假”。世卫组织已安排副总干事苏珊娜·雅各布
从瑞士日内瓦总部启程，前往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临时接替葛西健的工作。

邮件没有提供更多详情。两名世卫内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
证实，安排葛西健行政休假的决定关联一项涉及多名员工举报
的调查。

据美联社今年年初报道，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超过
30名现任和离任员工发起内部举报，指认葛西健多次发表种族歧
视言论。依据举报人的说法，葛西健用“一种系统性霸凌和公开嘲
笑的文化”在办事处制造“有害氛围”，开会时对特定国籍员工、尤
其是菲律宾员工“出言羞辱”。

举报者还指认葛西健浪费捐款、滥用权力争取连任以及任人
唯亲。另外，他还被举报向日本政府泄露涉及新冠疫苗分配的机
密信息。
举报者要求世卫组织管理层“立即干预”。
葛西健对上述举报内容予以否认，仅承认“对员工严厉”。
葛西健原在日本公共卫生系统工作，后进入世卫组织，任职超

过15年。他2019年2月起担任现职，负责亚太地区传染病和公共
卫生方面工作。

新华社专特稿

中方对戈尔巴乔夫病逝表示哀悼

我外交部

涉嫌种族歧视、向日本政府泄密等

世卫日籍高官被休假

发动机有起火风险

美陆军停飞“奇努克”

感染新冠病毒

马哈蒂尔再入院

全球变暖致冰川消融

一具登山者遗骸被发现

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两年减少近三岁
降幅创二战后新高 新冠疫情是主因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

需要俄乌安全保障计划派驻永久代表

新华社河内8月31日电（记者 孙一）据越南卫生部8月31日
公布的数字，今年该国已累计报告近18万例登革热病例，其中死
亡病例70例。

越南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 8月底，该国今年累计报告
179011例登革热病例，其中胡志明市的登革热疫情比较严重，累
计确诊病例46044例，是去年同期的5.5倍，其中重症病例869例，
重症率为1.9%。
越南一段时间以来持续高温和降水充沛，许多地区蚊虫肆虐，

8月份越南北部登革热疫情日趋严峻。河内市疾控中心数据显
示，8月份该市确诊病例已突破800例，目前设在河内的中央热带
病医院收治的30名登革热病人中，有10人是重症。

为遏制登革热疫情传播并减少死亡病例，越南卫生部已发文
要求各省市医疗机构按照分级诊疗的要求收治登革热病人，如果
病人出现重症，及时向上级医疗机构转运。越南卫生部还建议民
众采取灭蚊等预防措施，在出现相关症状时立即就医。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起、经蚊媒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主

要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头痛、肌肉痛、关
节痛等，严重时可致死亡。

越南登革热疫情严重

今年累计报告病例近18万例

8月30日，中国第21批赴黎巴嫩维和多

功能工兵分队62名官兵一次性通过联合国

地雷行动处的考核，获得扫雷、排爆两种资

质认证。

8月29日，在黎巴嫩南部辛尼亚村扫雷

训练场，扫雷作业手进行植被割除。

新华社发

8月 29

日，在黎巴嫩

南部辛尼亚村

扫雷训练场，

考官对扫雷作

业手挖掘作业

表示肯定。

新华社发

中国“蓝盔”获资质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