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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于“令人心碎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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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罗主义”幽灵还在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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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将当时仍是西班牙
殖民地的古巴视为美国的“天然附属物”，提出所谓“熟果
政策”，即待时机成熟便吞并这颗“如同被风吹落的果
实”。1898 年，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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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哈瓦那大学历史与哲学系教授法维奥·费尔南德
斯说，古巴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美国将这视为对其霸
权的挑战，因而用经济封锁等手段来惩罚古巴。美国的霸
权主义思维和干涉主义行为从未因时代变化而发生根本
转变。

霸权主义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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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美国政府延续对古巴等美洲国
家的制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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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匹兹
堡大学客座法学教授丹尼尔·科瓦利克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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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格斯指出，事实证明，美国
对古封锁政策只会使美国自己受到孤立、失去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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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墨西哥城10月22日电

俄国际空间站拟延长使用期限

封锁古巴60年 美霸权霸凌本性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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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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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泰国东部兰乍邦港口中国无人驾驶货车团队来了“新成员”——第二批20

辆无人驾驶货车抵达并将于近期投入使用。

这是2021年5月27日，一辆无人驾驶货车（右）行驶在泰国春武里府兰乍邦港。

新华社发

中国无人车
助力泰港口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澳大利亚气象局22日
警告说，该国东南部多地23日起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可能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其中一些地方半年多前刚经受
洪水侵袭。

澳大利亚气象局在其网站上说，今年3月的重灾区新
南威尔士州北部利斯莫尔一带可能再次发生“危及生命”

的洪水。新南威尔士州各地22日共发布98次洪水预警，维
多利亚州则发布68次洪水预警。

澳大利亚东南部多地上周开始出现洪水，导致部分地
区道路封闭，超市商品被抢购一空，数千居民被要求撤离住
所。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最长河流默里河水位22日预
计将涨至近95米，与1993年洪灾时相当。

洪水肆虐 澳大利亚东南部严阵以待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的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该国200多万户家庭拖欠电费，打破纪录。

英国《卫报》22日援引本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
室的数据报道，第二季度超过234万户家庭未缴纳电费，
超过185万户家庭没交燃气费。这两个数字比第一季度
增加约四分之一，比2020年年底多出近三分之二。

英国全国能源行动基金会政策和宣传主管彼得·史
密斯说：“已有超过200万户家庭拖欠能源账单，这令人
深感忧虑……这类账单（金额）在过去一年内几乎翻番，
但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

史密斯说：“我们这里快到冬天了，气温下降，许多
人却不敢开暖气，甚至不敢开灯。对那些体弱的群体而
言，这将是个阴冷的冬天，除非新首相紧急采取行动，否
则明年将有更多家庭拖欠能源账单。”

为民众提供参考信息和建议的英国慈善机构“公民
咨询处”政策主管摩根·怀尔德说：“我们的顾问看到，
人们为减少能源消耗而拔掉冰箱和冰柜的插头，手洗衣
服……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电费。”

怀尔德说，能源成本目前处于高位，这场危机短时
间内不会消失。

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17日宣布，为削减公共
支出，此前原定为期两年、面向家庭和企业实施的能源
补贴政策将缩短为6个月，即明年4月到期，财政部届时
将在重新评估后再做决策。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21日说，它调查英国家庭财务
状况后发现，受食品和燃料价格飞涨影响，英国成年人
中约60%、即近3200万人认为支付账单是个沉重负担或
至少构成负担。

路透社援引调查结果报道，这一数字比2020年调查
时增加约600万人。

新华社微特稿

破纪录

英国200多万家庭拖欠电费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0月23日电（记者 陈畅）俄罗斯
副总理兼工业和贸易部长曼图罗夫23日在位于俄远东地区阿穆
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对媒体说，国际空间站俄方部分的使用期
限有可能延长至2028年。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曼图罗夫说，俄“能源”火箭航天集
团已经对国际空间站俄罗斯部分的设备和模块延期使用可能性在
技术层面进行了确认，同时制定了延期计划，“国际空间站俄罗斯
部分延期服役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曼图罗夫说，俄罗斯决定延长国际空间站项目是为了保证本
国载人航天计划的连续性，保持本土设计和生产能力，以及维护国
家声誉和技术主权等原则。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日本、加
拿大、欧洲航天局成员国和巴西等16个国家联合参与的国际合作
项目。国际空间站设计服役期限至2015年，但两次分别延长至
2020年和2024年，目前设备老化严重。俄国家航天公司总裁鲍里
索夫7月26日说，俄将在2024年后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届时将
开始组建俄罗斯轨道服务站。

新华社罗马10月22日电（记者 周啸天 陈占杰）意大利新任
政府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及其内阁成员22日在意总统府奎里纳
莱宫宣誓就职，梅洛尼由此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

新一届政府中，联盟党党首马泰奥·萨尔维尼出任副总理兼基
础设施部长，前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出任副总理兼外交
部长，前经济发展部长贾恩卡洛·焦尔杰蒂出任经济部长。

根据意宪法，新政府还须通过议会信任投票。
意大利9月25日举行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梅洛尼领导

的意大利兄弟党得票率约为26％，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该党与联
盟党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组成中右翼政党联
盟，得票率约为44％，领先其他政党和政党联盟。

梅洛尼成意大利首位女总理

新华社新德里10月23日电（记者 胡晓明）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23日宣布，印度当天使用LVM3运载火箭将36颗通信卫星成功
送入预定轨道。

这枚火箭于当地时间23日0时7分（北京时间23日2时37分）
在位于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斯里赫里戈达岛的萨蒂什·达万航天
中心发射升空。

印度空间组织说，发射任务成功完成，所有36颗卫星已被送
入近地轨道。LVM3是印度第一款有效载荷为6吨的火箭，而本
次发射有效载荷达5796千克。

这枚火箭搭载的36颗通信卫星属于英国一网卫星公司。该
公司发布声明说，该公司计划发射648个近地轨道卫星，在全球范
围内提供高速度、低延迟的互联网连接。本次发射使该公司在轨
卫星数量达到了462颗。

印度成功发射一箭36星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日通报，疾控中心主任萝谢尔·
沃伦斯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有轻微症状。

美疾控中心在通报中说，沃伦斯基21日晚的检测结果呈阳
性，目前正居家隔离，将在线上参加此前安排的会议。沃伦斯基日
前在社交媒体说，呼吸道病毒正在美国蔓延。她建议人们接种疫
苗、生病时居家以及保持手部卫生，但未提及戴口罩，受到美国公
共卫生专家的质疑和批评。 新华社微特稿

美疾控中心主任感染新冠病毒

10月 22

日，在意大利

罗马，意大利

总统马塔雷拉

（左）和新任总

理焦尔吉娅·

梅洛尼出席宣

誓就职仪式。

新华社发

文艺频道

18：15 乡村爱情之女
怕嫁错郎（10、11、12）

■蓝月焦急地问蓝天
在城里听到姐夫说了什么，
蓝天谎称派出所刚查到一
个盗卡团伙，然后顺藤摸瓜
很快会查到并追回那35万
元。蓝月又问他关于郎大
树遇到曲萍的事情，蓝天编
谎话掩饰过去。

都市频道

21：45 钟 点 工 们
（22、23）

■虎年快到了，大伙
儿凑到一起呈现一派新年
气象。福巧的孩子将出生，
恰巧是一个虎年娃娃，大家
拿福巧开玩笑说她一定会
生个虎妞，她说自己要生个
虎仔。在谈论到孩子父亲
的时候，大伙要福巧和信根
好好谈谈，不然就把信根绑
到医院做鉴定。

影视频道

19：00 勇者（27、28、
29、30)

■蒋延隆向战区司令
官汇报了自己一举歼灭日
军化妆部队的作战方案，
得到高度认可。他表示需
要协调附近的八路军部队
共同完成，但战区司令要
求他保证武器的安全。因
此，蒋延隆建议，按1:1的
比例制造武器模型，但模
型急需大量木材，城内一
时无法找到，只得下令临
时伐树。

文艺频道

20：30 最美文化人

■天天在舞台上说传
统相声的女相声演员成为
本期栏目嘉宾。57岁的刘
春慧在生活中是一个能干
的漂亮女人，她34岁开始
学习表演相声，当过工人，
卖过烤串，被大家叫作“会
说相声的羊肉串西施”。入
行虽晚，她对说相声却没有
半点玩票的心态，笑称这辈
子“嫁”给了相声，在茶馆里
摔打出别具一格的表演风
格。她表演的相声曾3次
入围中国曲艺大赛最高奖
“牡丹奖”，热心公益30多
年，被评为天津慈善之星。

天津卫视

21:20 非你莫属

■本期节目迎来了一
位外向开朗，爱好运动，曾
获得安徽省蚌埠市青少年
篮球赛第六名的大男孩。
刘庆宇在大学选择了表演
专业。此次寻求短视频演
员的实习岗位，他能否应聘
成功？敬请关注今晚节目。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爱拼会赢
21：20 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 乡村爱情之女
怕嫁错郎

20：30 最美文化人
天视3套（104）

19：00 勇者
22：00 特战英雄榜
天视4套（105）

18：05 家居大变身
21：00 钟点工们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天视6套（107）

18：00 今日开庭
21：55 拾遗保护
少儿频道（108）

19：30 糖心家族
21：00 番茄生活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