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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致粮食、能源危机？俄罗斯驳斥 G7指责
七国集团 (G7) 14 日警告 ， 俄

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正引爆全球粮食
和能源危机 ， 威胁贫困国家 ， 声称
俄罗斯应该承担责任 。 俄罗斯外交
部驳斥这一说法 ， 强调西方国家对
俄制裁才是粮价上涨的原因。

【甩锅俄罗斯】
德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

国 。 七国集团外长 12 日至 14 日在
德国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度假胜地魏
森豪斯开会， 讨论俄乌局势。 七国集
团在 14 日发布的声明中说： “俄罗
斯 ‘入侵’ 引发的粮食和能源危机是
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如今威
胁全球那些最为脆弱的群体。”

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说 ， 俄乌冲突导致 “全球危机 ” ，

如果找不到让乌克兰出口粮食的
办法 ， 全球大约 5000 万人今后几
个月可能挨饿 ， 特别是非 洲和中
东地区民众 。

按贝尔伯克的说法 ， 大约 2500
万吨谷物滞留在乌克兰多个港口 ，
主要是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 。 欧洲
投资银行行长本周说 ， 乌克兰 “坐
拥总价值 80 亿欧元的小麦 ”， 但这
些小麦无法出口。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小麦和玉
米出口大国 。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
据， 俄乌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
的近 30% ， 是全球重要 “粮仓 ” 。
俄罗斯 2 月 24 日在乌克兰发起特
别军事行动以来 ， 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俄施加多项制裁 ， 涉及航运 、 金
融等诸多领域。

乌克兰在冲突爆发后关闭国内
港口 ， 宣布禁止出口小麦 、 燕麦等
主食农产品以确保国内供给。 此外，
冲突持续可能导致乌克兰粮食种植
面积减少。

就俄罗斯而言 ， 西方制裁导致
许多买家不敢订购俄商品 ， 银行不
愿为俄商品贸易提供融资 ， 导致俄
农产品进入全球市场困难重重。

【斥西方制裁】
西方国家把粮食价格上涨 、 全

球面临粮食危机归咎于俄罗斯 ， 俄
罗斯驳斥这些说法 ， 强调西方制裁
才是罪魁祸首。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
哈罗娃 14 日在社交媒体 “电报” 上
说： “涨价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美国

压力下 （对俄 ） 施加制裁……不能
理解这一点意味着要么愚蠢 ， 要么
有意误导民众。”

西方国家打算逐步摆脱对俄能
源的依赖 ， 以便制裁俄罗斯 。 俄罗
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
梅德韦杰夫在 “电报 ” 上说 ， 西方
国家这些计划以 “洗劫 ” 自己国家
民众为代价 。 他警告 ， 这些国家将
为支持乌克兰 “支付更加高额的能
源账单”。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 ， 美国呼吁
欧洲减少对俄能源依赖 。 由于欧洲
联盟多个成员国担心对俄能源领域
的制裁影响本国能源供应 ， 希望寻
求石油供应保障 ， 欧盟内部就制裁
俄罗斯的磋商陷入困境。

（新华社专供）

中企投建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启动试运营
这是 5 月 14 日拍摄的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
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和建设运营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快速路 14 日启动试运

营。 内罗毕快速路连接内罗毕市区与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途经内罗毕中央商务区、国家博物馆、国
家体育场、议会大厦、总统府等重要地标，全长 27.1 公里，于 2020 年 9 月启动施工建设。

新华社 发

见证西藏大变化
———一位澳大利亚流行病学专家的西藏记忆

在澳大利亚知名流行病学专家麦克·图
尔教授位于墨尔本的办公室里，珍藏着几个
从中国西藏带回来的精美刺绣门帘。它们是
西藏传统的手工艺品。

作为澳大利亚伯内特医学研究院的副
首席研究员,图尔曾在西藏帮助改善当地卫
生医疗设施并培训专业人员。 “那里 （这些
年）的变化非常大。 ”他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视频专访时说。

过去 20 多年里， 图尔去过西藏 20 多
次。他在西藏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与澳大利
亚红十字会合作的日喀则初级卫生保健和
供水项目，始于 1997 年底，历时 4 年。

他告诉记者，伯内特医学研究院当时负
责项目的技术支持，工作内容是同日喀则卫
生部门合作，在乡镇建立卫生中心和村卫生
站，改善医院条件和对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他回忆说，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村
民常常腰痛，这是由于人们经常弯腰提重物
造成的，比如提水桶，最多时水桶内甚至要
盛放 40 升的水。 因此，他们设计了一种被称
为背部水龙头架的设施，村民们取水时不用
弯腰。 “他们可以把水桶放在架子上，打开水
龙头， 接完水转过身就可以把桶背在身上
了。 ”图尔解释说。

图尔在西藏参与的另一个项目是培训

助产士， 助产士可以上门为孕妇提供专业护
理，并说服产妇改变在家生孩子的传统观念，
去医院分娩。在老教授眼中，当地医务人员工
作非常努力， 中国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也为
西藏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记得，上海市曾
经帮助日喀则升级改造医院。 “那些年里，当
地医疗设施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说。

图尔说， 随着当地医疗水平的提高，当
地人对医疗机构越来越有信心。 当地卫生部
门在按照国家指导方针开展工作的同时，也
制定了符合当地特殊情况的规划。 “你可以
从现在很低的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
率统计数据中看到这一点。 ”他说。

图尔说， 他在西藏度过的日子非常愉
快，“西藏独特的文化很吸引我，我们参观了
很多美丽的寺院”。 从他首次到中国的 1979
年起，多年来除医疗水平的提升外，他也看
到很多西藏其他方面的变化。 拉萨建起了高
楼，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私家车日益普及，
人们穿着更加时尚。

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图尔说，澳中两国
学术机构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合作富
有成效。 在他看来，未来澳中有很多领域可
以合作，“比如对于肝炎、肺结核、糖尿病和
癌症的治疗等”。

（新华社堪培拉 5 月 15 日电）

葡萄牙举办第 15届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新华社里斯本 5 月 14 日电 第 15
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第二
届葡萄牙中学生汉语演讲比赛 14 日在线
上举行。

比赛包括主题演讲、抽签问答和中华
才艺展示三个部分，演讲题目是《追梦中
文， 不负韶华》。 经过 6 个多小时紧张角
逐，来自阿卡西欧卡拉赞都阿尔德工程师
中学的卡罗琳娜·阿莫鲁索获得冠军，将
代表葡萄牙参加全球“汉语桥”总决赛，来
自埃尔瓦什桑乔二世中学的贝尔纳多·塞
凯拉荣获中学生汉语演讲比赛一等奖。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在致辞中
表示， 学好中文将拓宽中学生的发展空
间， 使他们在未来职业规划中更具竞争
力，祝愿他们成为促进中葡两国人民交流
与合作的友好使者。

葡萄牙教育部学校建设总局副局长弗
洛贝拉·瓦伦特说，葡教育部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公立中学中文项目的设立， 为中学生
们拓宽国际视野， 促进葡中两国友好关系
做出更多努力。

本届比赛由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和
葡萄牙教育部联合主办，参赛选手人数为
历年之最。

葡萄牙目前已有 13 所公立中学开设
中文教学点。

文 化

拉脱维亚第 19届
“汉语桥”中文比赛线上举行

新华社里加 5 月 14 日电 拉脱维亚
第 19 届“汉语桥”中文比赛 14 日以线上
形式举行。

当天， 共有 24 名来自拉脱维亚十多
所大中小学的学生和社会人士参加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安娜·尼基京娜和叶娃·萨
利尼亚分获中学生高级组和大学成人组
第一名，他们将代表拉脱维亚前往中国参
加 2022 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和中学生
中文比赛总决赛； 韦罗妮卡·纳斯列迪诺
娃和丹尼埃尔斯·范卢别克斯分获小学高
级组第一名和第二名，他们将代表拉脱维
亚参加第二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

秀全球决赛。
中国驻拉脱维亚使馆公参宋丹卉发

表视频致辞说，今年是“汉语桥”中文比赛
举办 20 周年。20 年来，“汉语桥”为世界各
国和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了展示中文风采
的平台。 其中，一批又一批拉脱维亚选手
脱颖而出。 她表示，懂汉语，才会更懂中
国，祝选手们取得佳绩。

本次比赛由中国驻拉脱维亚大使馆
主办，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承办，里加
文化中学、里加 34 中学、拉脱维亚大学人
文学院、 陶格夫匹尔斯大学等 14 所大中
院校协办。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埃及赛区决赛落幕

新华社开罗 5 月 14 日电 第 21 届
“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埃及赛区
决赛 14 日在位于开罗的艾因夏姆斯大学
落幕。

本次比赛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主办，
艾因夏姆斯大学孔子学院承办，包含主题
演讲、才艺展示和知识问答三个环节。 12
名参赛选手围绕“天下一家”主题，讲述中
埃合作、汉语学习经历和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等。 经过激烈角逐，开罗大学 2 名选手
荣获特等奖，艾因夏姆斯大学 1 名选手荣
获一等奖。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教育公参王胜刚
说，比赛非常激烈，充分展示了埃及汉语教
学和选手的汉语水平。他表示，近年来，中埃
教育合作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埃及大学
开设中文系，“汉语桥”大学生比赛队伍不断
壮大。今年秋季，埃及将在 12所中小学开展
中文教育试点。 此外，中埃高等教育合作和
职业教育合作也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艾因夏姆斯大学副校长艾曼·萨利赫
说，埃中合作顺应时势，如同高速前进的
列车。 希望汉语教学可以成为促进埃中两
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纽带。

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大型民俗文化巡游
5 月 14 日，参加民俗文化巡游的演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为观众表演。
当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大型民俗文化巡游，来自不同社区或团体的人们组成表

演方阵，穿行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街巷间，向人们展示多样的文化色彩。 新华社 发

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生 3 起枪击事件致 21 人受伤
新华社芝加哥 5 月 14 日电 据

美国媒体 14 日报道， 美国威斯康星
州密尔沃基市 13 日傍晚接连发生 3
起枪击事件，共造成 21 人受伤。

据报道，这 3 起枪击都发生在密
尔沃基市中心娱乐区，当时上万人正

聚集在这里观看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东部半决赛密尔沃基雄鹿队对波士
顿凯尔特人队的比赛。 伤者均无生命
危险，警方已逮捕 11 人。

枪击事件发生后，密尔沃基市市
长卡瓦利埃·约翰逊发布宵禁令 ，禁

止 21 岁以下年轻人 14 日、15 日晚 11
时至第二天清晨 5 时 30 分期间在市
中心娱乐区聚集。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州布法
罗市一家超市 14 日发生枪击事件 ，
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3 人受伤。 目前

警方正以仇恨犯罪对这一枪击事件
展开调查。

过去两年，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呈
恶化趋势。 美国专家认为，新冠疫情
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冲击以及美国
枪支保有量上升或是重要原因。

美国纽约州超市枪击案致死至少 10人 枪手落网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 14 日发生枪击

事件，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3 人受伤。
警方说，枪手是一名 18 岁男性，已被逮捕。

【直播枪击】
据美联社报道，枪手为白人，身穿迷彩服和防

弹衣，戴头盔。 借助固定在头盔上的摄像头，枪手经
由游戏直播平台直播枪击过程至少两分钟，随后平
台中断直播。

布法罗市警察局局长约瑟夫·格拉马利亚在 14
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枪手下车后，先在
“托普斯友好超市”外停车场朝 4 人开枪，致使其中
3 人丧命。他随后进入超市，一名曾任警察的保安朝
他开了多枪，但子弹击中他的防弹衣，没有对他造
成太大伤害。 那名枪手随后打死保安，继续向店内
其他人开枪。

警察赶到现场与枪手对峙时，枪手把枪口对准
自己颈部，经警察劝说后投降。

超市经理申内尔·哈里斯告诉《布法罗新闻》记
者，她听到的枪声多达 70 声。 她穿过商店跑向后门
时多次摔倒。 她认为枪手“看起来像在军队”待过。

【仇恨犯罪】
格拉马利亚说，受害者中，11 名为黑人，2 人为

白人。
事发超市位于布法罗市中心以北 3 公里处，所

在社区以非洲裔居民为主。
法庭文件显示，枪手名为佩顿·金德伦，来自纽

约州南部小镇康克林。
康克林位于布法罗市东南方向，两地相距大约

320 公里。
枪手作案动机尚不清楚，警方认为金德伦系单

独作案。 布法罗地区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斯蒂芬·
贝朗吉亚说，依据联邦法律，调查将围绕仇恨犯罪
和种族主义引发的极端暴力犯罪展开。

布法罗所在伊利县地区检察官约翰·弗林说，
法院已经传唤金德伦，他涉嫌一级谋杀罪。 这一罪
名最严重的判决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法官已经

下令继续拘押金德伦，不得保释。

【噩梦频发】
白宫 14 日傍晚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约瑟夫·

拜登已经听取布法罗市“骇人枪击”事件有关情况
的汇报。

布法罗市市长拜伦·布朗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说：“这是任何社区可能面临的最糟糕噩梦……（受
害者）家庭和我们所有人现在感受到的痛苦之深甚
至难以言表。 ”

纽约州州长凯茜·霍楚尔将这一悲剧描述为
“可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枪击事件”。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

说，枪击事件“绝对是毁灭性的”，“仇恨和种族主义
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我们震惊、极其愤怒”。

美国社会枪支泛滥，枪击事件频发。 威斯康星
州密尔沃基市 13 日晚连续发生三起枪击案， 造成
至少 21 人受伤。 4 月 16 日，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
比亚市一座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 ，10 人中弹受
伤，另有 2 人因踩踏致伤。 同月 13 日，纽约市布鲁
克林一个商场外发生枪击案， 一名 15 岁男孩头部
中弹。

根据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站 14 日发
布的数据，今年以来，美国国内已有 15840 人在涉
枪事件中丧生，另有 13017 人受伤。

（新华社专供）

5 月 15 日凌晨，警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枪击案现场工作（手机拍摄）。 新华社 发

不幸遭枪击失明
美国小伙子坚守滑板梦想

美国旧金山市小伙齐恩·里克斯-盖恩斯酷爱滑板，
但去年不幸遭遇枪击，双目失明。他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坚
守成为职业滑板选手的梦想，如今依旧活跃在滑板场上。

法新社 15 日援引里克斯-盖恩斯的话说：“当我跃
上滑板，我感觉与往昔岁月有了联系……肩上压力轻了
一些。”

他如今“希望为学生课后开设更多滑板课程”，而如
果没有失明，他可能“不会朝这个方向考虑”。

里克斯-盖恩斯现年 19 岁，12 岁开始练习滑板。去
年 9 月的一天，他和朋友从酒吧出来往家走，途中一名
男子酒后朝他们开枪，一颗子弹毁掉他的右眼，另一颗
击碎他的左眼窝、扎破左眼球。他为此住院很长时间，右
眼眶内装上了义眼。与普通义眼不同，这个义眼印着他
喜欢的滑板品牌的标识———一个露齿笑的火焰头。

小伙子出院不久，就重返熟悉的滑板场。这项常人
都觉得充满挑战的运动， 对失明的他而言无疑挑战更
大，但他不愿放弃。他说，得益于多年滑板经验，他的动
作多数时候依靠的是肌肉记忆。练习滑板技巧，就不能
害怕摔倒。“当我接近一个新的障碍时，我通常会用手杖
去试探，或者问朋友们他们看到了什么、障碍如何设置、
我该注意什么”，然后“找到我感觉最舒适的方式”完成
挑战，哪怕比以前摔得更多。

在朋友眼中，里克斯-盖恩斯性格积极向上，遭遇
变故后变得“超级积极向上”。不过，里克斯-盖恩斯也
有愤怒———不是针对那名枪击他的男子，而是针对美国
社会每年夺走数以千计人生命的枪支暴力。

他直言：“我个人认为我们不需要枪……如果放下
枪，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 ”

（新华社专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