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西诺湖地区，飞机投
放阻燃剂。

受高温、大风天气影响，加州17场山火过火总面积目前
已超过25万公顷，大约1.4万名消防员参与灭火。

新华社发

美国加州山火过火
总面积超25万公顷

炮击+空袭

以军说，一辆以色列工程车首先受到
来自加沙地带的火力袭击，以方以坦克火
力回应；稍后，加沙地带武装派别向以色列
境内发射 70枚火箭弹，以方战机空袭加沙
地带至少12个哈马斯目标。

冲突从 8日黄昏持续至 9日。以南部
边境一带的居民社区里，警报声几乎一直
未停。以色列媒体报道，南部城市斯代罗
特 6 名平民受伤，一座房屋遭炮弹击中。
以方医疗部门说，2名士兵在火箭弹袭击中
受伤。

巴勒斯坦方面说，一名哈马斯武装人
员、一名孕妇及其 18个月大的孩子在以军

空袭中死亡，5人受伤。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

拉·姆拉德诺夫 8日深夜发表声明，说近期
加沙地带与以色列武装冲突升级，尤其是8
日以色列南部居民区遭多发火箭弹袭击，
令他“深为忧虑”。

斡旋+对话

姆拉德诺夫说，联合国和埃及正“前所

未有地投入”斡旋，以避免事态继续恶化。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 8日告

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联合国和埃及斡

旋下，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旨在缓解紧张

局势的对话已经进入“尾声”，“我们希望有

好结果”。
哈亚说，对话目标之一是加沙地带与

以色列交界地区恢复平静。
以色列议会外交和防务委员会主席阿

维·迪希特表达了谨慎乐观态度。他告诉媒
体：“我非常期待我们就加沙事态迎来黎明。”

联合国和埃及方面没有发布哈马斯与
以色列对话细节，只说将向加沙地带提供
各类经济援助。

路透社分析，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无意
全面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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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哈马斯以色列与哈马斯““边打边谈边打边谈””

8月9日，在加沙城，以色列军方的空袭引发爆炸。。 新华社发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派别9日宣布与以色列停火，表示本轮冲突从武
装派别这一方已经结束，停火能否实现取决于以色列下一步的行为。

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巴总统阿巴斯正与国际社会有关各方
进行紧密联系，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介入，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升级行
动”，避免为地区带来更大破坏和不稳定。

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8日暴发新一轮武装
冲突，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

同一天，哈马斯官员向媒体披露，双方就缓解紧张局势的对话进入尾声。

长崎举行仪式纪念
原子弹爆炸7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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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龙目岛再发强震
据新华社雅加达8月9日电 印度尼西亚地震监测部门说，印

尼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9日下午发生6.2级地震，目前尚未收到
人员伤亡报告。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消息说，地震发生于雅加达
当地时间12时 25分（北京时间13时 25分），震中位于龙目岛北部
陆地，震源深度为12公里。此次地震未触发海啸预警。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次地震震感
强烈，当地民众逃出室外躲避，有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被损毁。

龙目岛北部陆地 5日发生 7.0级地震。印度尼西亚抗灾署 9
日下午确认，龙目岛7.0级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259人。

认定“违法”

美国 国 务 院 发 言 人 希 瑟·诺 尔 特
8 日 在 声 明 中 说 ，斯 克 里 帕 尔 父 女 在
英 国 遭“ 诺 维 乔 克 ”神 经 毒 剂 袭 击 ，美
方 6 日认定，俄方“违反国际法使用生
化武器或针对本国公民使用致命生化
武器”。

声明说，国务院已经告知国会制裁决
定，制裁定于22日前后生效。

声明没有提及具体制裁措施。一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务院高官披露，
依据《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争消除
法》，制裁包括禁止向俄方出口事关国家
安全、需加以管控并获联邦政府批准的
敏感技术和产品。作为“例外”，太空飞
行活动、政府间太空合作、商业航空乘客
安全等领域将依照“具体项目具体分析”
原则对待。

《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争消除法》
1991年制定，其中规定了对违反国际法使

用生化武器的国家施加制裁。

留有“后手”

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今年 3月初
在英国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街头一张长椅
上昏迷，救治后脱险并出院。

英国警方认定两人中了苏联研制的“诺
维乔克”神经毒剂，要求俄方承担责任并驱
逐俄外交官。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及其盟
国“站队”，跟风驱逐俄外交官。俄方说英方

“栽赃”，以对等人数驱逐英美等国外交官。
按那名国务院官员的说法，受新制裁

影响的出口贸易规模可能“数以亿计美
元”，“影响多大取决于俄方”。

这名官员称，除非俄方作出“可靠保
证”，不再使用化学武器并允许联合国或其
他国际组织观察员实地核查，否则美方将
在第一轮制裁生效 90天后施加第二轮“更
严厉”制裁。

“如果没有满足那些条件……会施加
第二轮制裁。”路透社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

道，“它们将比第一轮更严厉。”
法新社报道，第二轮制裁可以包括禁

止美国金融机构向俄方实体提供贷款、全
面禁止美国对俄出口。

美国财政部以俄方有“恶意行为”为由，
今年3月和4月两次施加制裁，涉及多名俄政
府高官和经济界人士以及多家俄罗斯实体。

俄批“牵强”

针对美方新制裁，俄罗斯驻美国使馆
当天回应，认定美方的制裁理由“牵强附
会”、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使馆一份声明
报道，美方以“流水线”方式向俄方施加没
有事实依据的制裁，且拒绝与俄方沟通。

声明说：“我们已经习惯于听不到任何
事实或证据。美方以信息涉及机密为由，
拒绝回答我们的后续问题，我们却被告知，
美方有足够（情报）得出‘俄罗斯应承担责
任’的结论。”

俄使馆说，他们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

信中多次确认，强烈支持对斯克里帕尔父
女事件作公开、透明的调查，提议公开俄美
双方就这一事件的沟通内容，但美方“迄今
未予任何答复”。

一些媒体说，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
导的美国政府似乎在以施加新制裁的方式回
应国内质疑，表明美对俄强硬立场没有松动。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7月 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随
后，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尖锐批评，被贴上

“软弱”和“亲俄”等标签。

信件“温差”

挥舞制裁“大棒”同时，特朗普继续主
张美俄改善关系。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兰
德·保罗 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他
数天前访俄，带去一封特朗普给普京的信，
特朗普在信中强调美俄在反恐、议会间对
话等领域进一步接触的重要性，提议恢复
美俄文化交流。

只是，就信件的内容和性质，保罗与白
宫的说法有“温差”：前者称涉及美俄双边
事务，后者说是一封“介绍信”。

保罗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我有幸
把特朗普总统一封信送交弗拉基米尔·普京
总统的政府。这封信强调（美俄）在多个领域
进一步交流的重要性，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扩
大立法部门之间对话、恢复文化交流。”

白宫副发言人霍甘·吉德利却说，那是
特朗普出具的一封“介绍信”，缘由是“应保
罗请求”，提及“保罗参议员打算与普京总
统讨论的一些话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证实保罗转交特朗普的信件，但克里
姆林宫方面还没有阅读信件内容。

美俄关系正处于低谷。特朗普力主改
善美俄关系，但在美国政界遭遇不小阻
力。他的总统竞选团队涉嫌“通俄”，正在
受到调查。 新华社特稿

获救少年足球队
4人取得泰国国籍

泰国北部清莱府上月从一处大型洞穴获救的少年足球队教练
和3名队员8日获得泰国国籍，拿到身份证。

清莱府湄赛县县长颂萨·卡纳甘说，现年25岁的教练艾格蓬·
占塔翁和3名小队员在家乡湄赛县获得公民身份。

“他们具备入籍资格。”颂萨说，“所有在泰国出生的孩子必须
持出生证明，才有资格获得泰国国籍。”

艾格蓬和3名小队员出生在泰国，但先前一直是无国籍人员，
无法获得一些基本福利和权利，包括不能到清莱府以外的地方旅
行。颂萨说，他们在遇险前就已申请入籍。

艾格蓬所属的“野猪”足球队主教练诺巴拉·甘他翁说，一名没
有经历这一险情的球员当天同样拿到国籍。“我高兴。我想说，对
那些家境可能不好的孩子来说，足球可以改善人生。”

诺巴拉当天提交文件，帮助球队7名无国籍队员申请公民身份。
新华社特稿

美就俄前特工“中毒”对俄施加制裁
俄罗斯：美方制裁理由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

这是8月8
日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拍摄的
俄罗斯驻美国
大使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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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媒体表示发表终战宣言
是实现半岛和平稳定第一步

新华社平壤8月9日电（记者 程大雨 刘艳霞）朝鲜《劳动新
闻》9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发表终战宣言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
定的第一步，也是时代的要求，“现在朝美是时候步入终战宣言这
一阶段了”。

文章说，因上世纪 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朝美关系成为最敌对
的关系。虽然因停战协定的签订，战争的炮火停止了，但是朝鲜和
美国从技术上来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为此，朝美双方仍延续着
不信任与敌对关系。新加坡朝美领导人会谈正是抱着结束朝美敌
对关系、维护朝鲜半岛与世界和平稳定这一崇高目的而举行的。
现在是朝美步入终战宣言这一阶段的时候了。

文章说，宣布终止战争，是为实现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的第一步。如果通过发表终战宣言，使朝美间的军事对峙状态得
以结束，将营造对构建信任有利的氛围。

据外媒报道，此前在新加坡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朝
鲜外务相李勇浩批评美方维持对朝制裁、拒绝响应朝方关于发表
朝鲜战争终战宣言的呼吁。

古特雷斯提名智利前总统
巴切莱特为联合国人权高专

新华社联合国8月8日电（记者 王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 8日向联合国大会提名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为下一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高专），接替将于 8月底离任的扎
伊德·侯赛因。

古特雷斯发言人办公室表示，古特雷斯此前曾就人选问题与
联合国会员国各区域集团主席进行过协商。

巴切莱特1951年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曾于2006年至 2010
年和 2014年至 2018年两次担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首位女
总统，今年 3月刚刚卸任。巴切莱特 2010年至 2013年担任联合
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

联合国人权高专是联合国最主要的人权官员，全权领导联合
国人权事务工作。巴切莱特的任命还须获得联合国大会的认可。

多国联军空袭也门一客车
近百人伤亡

新华社科威特城8月9日电（记者 王薇 聂云鹏）萨那消息：一
辆载有儿童的大客车9日在也门西北部萨达省达哈延市一处市场
遭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袭，造成至少43人死亡，另有64人受伤。

当地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遇袭的大客车载有60多名儿
童，死者中大多是不到10岁的儿童。

萨达省是也门胡塞武装重要根据地。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
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动了这次空袭。截至目前，联军对此尚
未作出回应。

本月2日，荷台达省荷台达市的一个市场也遭到空袭，造成52
名平民死亡、100多人受伤。当地卫生部门说，是沙特领导的多国
联军实施了此次空袭。

2014年 9月，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
地区，迫使也门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2015年 3月，沙特等国
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

8月9日，人们在日本长崎市和平公园参加原子弹爆炸73周年纪念仪式。
日本长崎市9日在和平公园举行原子弹爆炸73周年纪念仪式。原子弹爆炸死难者

家属、长崎市民、国际机构及71个国家代表等5000多人参加了仪式。 新华社发

特鲁多：不想与沙特拥有不好关系
朱拜尔：与加外交风波无调解余地

据新华社渥太华8月8日电（记者 李保东）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8日就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外交风波首次公开表态。他说，“加
拿大将永远就人权问题发表强有力的讲话”，但加拿大不想与沙
特拥有不好的关系。

特鲁多说，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和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 7日进
行了直接沟通，“外交对话正在继续”。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 8日说，沙特与加拿大之间的外
交风波没有调解余地，沙特正考虑对加采取进一步措施。

朱拜尔在当天于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加拿大犯下了
严重错误，这个错误应该被纠正。渥太华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以改
正错误。”他还说，此事没有调解余地。沙特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
取进一步措施。

美国政府8日宣布对俄罗
斯施加新制裁，称俄方对俄前
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及其女儿“使用化学武器”。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
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制裁措施
包括禁止向俄方出口关联美国
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和产品。

特朗普一边挥舞制裁“大
棒”，一边继续主张美俄改善关
系。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兰
德·保罗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文，说他数天前访俄，带去一
封特朗普给普京的信。

南苏丹总统宣布
赦免最大反对派领导人

据新华社内罗毕8月9日电（记者 金正 卢朵宝）南苏丹总统
萨尔瓦·基尔8日在首都朱巴宣布赦免最大反对派领导人、前第一
副总统里克·马沙尔，以及所有自2013年 12月以来同政府作战的
组织。

南苏丹官方广播电台 8日晚间播放基尔关于特赦的总统令。
基尔在总统令中强调，南苏丹政府致力于落实 5日在苏丹首都喀
土穆与南苏丹各反对派代表签署的和平协议，要求政府军保持克
制，但是保留自卫的权利。

基尔还敦促政府军和各派武装力量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畅通无阻地进行。

本月 5日，基尔与包括马沙尔在内的南苏丹各反对派代表在
喀土穆签署和平协议，同意分享权力、组建过渡性联合政府。

根据协议，南苏丹将设5名副总统，马沙尔重新出任第一副总
统，其余4名副总统分别出自不同党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