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9月6日电（记者 汪平）来
自埃塞俄比亚、埃及等非洲8国的青少年6日通过网络视
频与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进行
“天宫对话”活动，互动场面气氛热烈，妙趣横生。

当天活动的主会场设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的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总部，并在阿尔及利亚、
埃及、埃塞俄比亚、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索马
里和南非共8个国家设立分会场，来自中非各界近千人
出席。

非盟总部主会场与分会场分别实时连线。来自8个分
会场的青少年代表提出诸如在“天宫”上能否看到撒哈拉沙
漠和乞力马扎罗山、女航天员如何实现梦想、失重状态下的
太空生活和消遣活动是怎样的、航天员正在执行哪些任务、
优秀航天员必须具备哪些素质等问题。

陈冬、刘洋和蔡旭哲三位中国航天员逐一答疑解
惑。他们有趣又富有知识性的回答与现场演示引起非
洲青少年的惊叹和思考。航天员们勉励青少年“星空之
路始于脚下”，希望他们认真学习掌握技能，勇敢探索太

空奥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了中国载

人航天发展历程和“天宫”空间站概况。他表示，“天宫”空
间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探索宇宙、开展科学研究的
开放平台，欢迎非洲青年今后与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
联合飞行，共同执行任务。

本次“天宫对话”活动由中国驻非盟使团、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与非盟委员会共同举办，是中国同非盟建交
2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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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吉总统扎帕罗夫近日涉华积极表态

愿同吉方一道创造美好未来

“天宫”上能否看到撒哈拉沙漠和乞力马扎罗山、女航天员如何实现梦想……

我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对话非洲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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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法律信息网日前发布的文件，俄罗斯停止
履行与日本签署的关于日本原住民免签前往南千岛群岛
（日方称北方四岛）的协议。俄政府已下令俄外交部将相关
决定通知日方。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日本追随美欧等

国对俄施加制裁，被俄列为“不友好国家”，俄日关系持续恶
化。本次停止履行签证协议是俄对日在领土议题交锋中的
再度回击，此前俄在“萨哈林2号”油气项目等多个议题上
对日反制。

今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日本在对俄立场上与美欧
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方则对日做出强硬回击，

俄日围绕南千岛群岛的领土议题交锋也持续升级。
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

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
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等。俄罗斯
近期举行的“东方-2022”战略演习的演习地点也涉及南千
岛群岛。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俄方本次停止签证协议是其一系
列对日强硬反制的延续。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
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卢茨基说，俄方本次停止签证
协议是对“日本政府加入西方施行恐俄政策的回应”。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7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新党首
伊丽莎白·特拉斯6日正式就任首相，并公布英国内阁部分
成员名单。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内政
大臣和卫生大臣这些要职无一由白人男性出任，这在英国
历史上是头一遭。
当天晚些时候，特拉斯任命特蕾丝·科菲为副首相兼卫

生大臣，苏拉·布雷弗曼出任内政大臣，夸西·克沃滕任财政
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任外交大臣。
据路透社报道，克沃滕和克莱弗利分别成为英国历史上

首位非洲裔财政大臣和非洲裔外交大臣。克沃滕的父母来
自加纳，20世纪60年代移民到英国。克莱弗利的母亲是塞
拉利昂人。布雷弗曼和科菲均为女性，布雷弗曼是印度裔。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 成欣）就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扎帕罗夫近日涉华积极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日表示，中方完
全赞同扎帕罗夫总统对中吉关系的高度评价，愿同吉方一道，在共
同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创造中吉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在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时，他表示，如果
一个政党追求无私的目标，为人民的共同利益、繁荣、福祉而奋斗，
那么这样的政党将永远得到人们的支持。扎帕罗夫总统还高度评
价中吉建交3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成就，表示愿就绿色发展、创新、
数字经济等同中方加强合作。中方对扎帕罗夫总统有关表态有何
回应？
毛宁说，哈佛大学历时十多年的民调发现，中国老百姓对党和

政府的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0%以上。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
曼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蝉联
全球第一。这充分印证了扎帕罗夫总统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深受人民爱戴和支持，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矢志不
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扎帕罗夫总统还多次提到中吉‘一带一路’合作，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毛宁说，中吉“一带一路”合
作取得重要成果，中吉乌公路、第二条北南公路等互联互通项目助
力吉经济发展，已成为吉人民的繁荣路、富裕路、幸福路。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6日电（记者 王建刚）中国常驻联合国
副代表耿爽6日表示，中方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在乌克兰扎
波罗热核电站长期驻留，同时鼓励该机构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
沟通。
耿爽在当天举行的安理会审议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会议时

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和安保问题牵动着国
际社会的敏感神经。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配合下，国际原子能
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及同事上周对核电站开展实地访问，这有助于
全面、客观了解核设施运行和受损情况，并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
中方对这一积极进展感到高兴。
他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殷鉴不远，福岛核事故影响至今未

散，世界无法承受又一场核灾难。中方再次呼吁有关当事方坚持
人道精神，坚持科学理性，坚持沟通合作，严守《核安全公约》等相
关国际法，认真落实格罗西提出的七项支柱原则，避免采取危及核
设施安全和安保的行动，不要在危险的边缘反复试探。中方希望
常驻专家可以为保障核设施安全和安保提供持续的、稳定的、专业
的技术支持。

据新华社俄罗斯乌苏里斯克9月7日电（记者 梅世雄）“东方—
2022”演习7日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闭幕。

当地时间10时许，闭幕式正式开始。演习总导演、俄罗斯国
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致辞时说，通过这次演习，参演各国加强了
合作，增进了友谊，巩固了团结。中方联合战役指挥部指挥员表
示，连日来，我们与各方在检验协同作战能力、积累实践经验的同
时，更增进了战斗友谊、深化了互信合作。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7日电（记者 陈畅
苑欣芳）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在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
全体会议上说，国际关系体系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
性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下
降，世界上充满活力和前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已经
大幅提升。

普京说，西方国家试图维护只对他们有利的旧国
际秩序，迫使每个人都按照他们发明的臭名昭著的
“规则”生活，而西方国家自己却经常违反这些“规
则”。在美国要求下，西方国家罔顾自己国家民众生
活质量和本国社会经济稳定而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
这实际上就是牺牲自己而维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
主导地位。
普京表示，对俄罗斯而言，远东是俄罗斯面对东方国

家的门户，俄方与亚太地区国家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俄远东地区的作用正在上升。

谈到国内经济，普京说，俄总体经济形势已经稳
定，目前外汇和金融市场稳定，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
但某些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与欧洲国家
供应链挂钩或者向欧洲国家供应产品的企业遇到了困
难。俄罗斯将继续促进远东地区发展，通过国家政策
扶持在远东创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以吸引
最现代化的技术、推动当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东方经济论坛于2015年开始举办。本届论坛9月5
日至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

停止履行日原住民免签前往南千岛群岛协议

俄新举措报复日不友好举动

英国历史头一遭

四内阁要职无白人男性出任

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和安保问题牵动各方神经

中方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长驻

“东方—2022”演习闭幕

普京在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发声

国际关系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

▲在索马里分会场，当地学生展示活动纪念品。

�“天宫对话”活动索马里分会场。 新华社发

我外交部

新华社维也纳9月7日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6日发布报告说，
该机构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情况表示严重关切，呼吁
在核电站区域设立“核安全保护区”。
报告说，对核电站的持续炮击虽尚未引发紧急情况，但对核电

站安全造成持续威胁，对核电站关键核安全功能的潜在影响可能
导致严重放射性事故。国际原子能机构准备立即就建立安全区进
行磋商，以防止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军事活动发生核事故。

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设立安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