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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属罕见】
安东诺夫 20 日在纽约约翰·肯尼迪

国际机场告诉媒体记者，回国有很多工作
要做，“有必要分析俄美关系现状，俄方屡
次强调，我们对发展俄美关系感兴趣，其
程度与美方一样”。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17日接受美国
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将为俄方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付
出代价”，还因俄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
瓦利内的境遇称普京是“杀手”。俄外交部
随即批评美国领导层言论“欠考虑”，宣布
召回驻美大使、俄方将分析对美国关系该
做什么以及该往哪里去。

安东诺夫临行前说，他已经安排在莫
斯科与多个政府部门磋商。“不好说需要

多长时间……只要有必要，就会在莫斯科
待足够时间。”

扎哈罗娃18日做客一档电视节目时说，
“现代史上，很难找到类似事例”，先前召回驻
美大使都与国际紧急议程相关，但因俄美关
系陷入僵局而召回大使的情况“从未有过”。

美国国务院证实，暂时没有召回驻俄
罗斯大使的打算。

【情况复杂】
俄美关系近期因多重因素再度降温，

包括拜登负面评价普京，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办公室指认俄方干预美国 2020年总统
选举，以及美国政府以纳瓦利内遭俄方

“下毒”和判刑为由宣布对俄实施一系列
制裁。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19 日说，俄方已对俄美关系复杂化做好
准备。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他的话报道：
“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比较复杂，但我们
对这种事态发展做好了准备。”拉夫罗夫

重申普京所表达的立场，即“俄方只愿意
在俄方感兴趣的领域、按照对俄有利的条
件与美方互动”。

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先前说，美方
将与俄罗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同
时要让个别俄罗斯人为其所作所为承担
责任。

卫 星 通 讯 社 报 道 ，安 东 诺 夫 在 社
交媒体脸书留言，证实俄驻美大使馆
收到一些美国公民的来信，写信人为
美国当局对俄不当言论道歉。安东诺
夫说，这表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潜力
依然存在”。

20日临行前，安东诺夫在机场告诉媒
体记者，当他返回华盛顿之后，将在俄驻
美大使馆举行一场特别的会议。

新华社专特稿

马来西亚驱逐
朝鲜驻马外交人员

新华社吉隆坡3月21日电（记者 林昊 郁玮）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希
沙姆丁21日发表声明说，马方当天已经驱逐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
所有外交人员。

希沙姆丁表示，马方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驱逐朝方外交人
员，是为了回应朝方19日单方面断绝与马来西亚外交关系而不得不采
取的举措，旨在维护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和利益。

新华社记者21日在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外看到，大使馆院内旗
杆上已经看不到朝鲜国旗，大门外墙上的朝鲜大使馆牌匾也被移除。
馆内人员当地时间11时许乘车离开使馆，前往机场搭乘当天下午的航
班离开马来西亚。朝方人员离开后，马来西亚警方在使馆门外拉上印
有“禁止跨越”的警戒线。

据朝中社 19 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说，因马来西亚
日前决定将一名朝鲜公民强行引渡到美国，朝鲜决定中断与马来西
亚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名朝鲜公民多年来一直从事合法的外贸
活动，马方称其从事某种与“非法洗钱”相关的活动是一种荒谬的捏
造和诡计。

马来西亚外交部 19日发表声明回应说，朝鲜的断交决定是“不友
好和没有建设性的”，马方对此“深感遗憾”。迫于朝方决定，马来西亚
将关闭驻平壤的马来西亚大使馆，并要求驻吉隆坡的朝鲜大使馆所有
外交人员及其家属自19日起48小时内离开马来西亚。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0日电（记者 徐剑梅 邓
仙来）数百名民众 20日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首府
亚特兰大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新冠疫情下显著增加
的针对亚裔暴力、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要求为亚
特兰大枪击案受害者伸张正义。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当天，来自美国各地不同
年龄、不同肤色的抗议者在亚特兰大的佐治亚州议
会大厦前举行集会。他们戴着口罩，举着写有“我
们不是病毒”和“停止仇恨亚裔”等字样的标语，还

为日前亚特兰大地区针对亚裔的枪击案的遇难者
默哀。今年1月当选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拉斐尔·
沃诺克和乔恩·奥索夫也参加集会。

亚特兰大地区 16日发生 3起枪击案，造成包
括 6名亚裔女性在内的 8人死亡。尽管警方尚未
确定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但近来在新冠疫情下美国
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美国朝野许多人士
认为亚特兰大地区发生的枪击案是针对亚裔的攻
击，嫌疑人作案动机至少部分缘于对亚裔的偏见。

全新竞争

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共有120名议员。法
律规定，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可单独组
阁。由于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单
一政党组阁的情况。这也是该国政局容易发生波
动的一个原因。2019年4月以来，以色列已经举行
了三次议会选举，前两次均组阁失败。利库德集团
和中间派大党蓝白党去年 5月组成联合政府打破
了组阁僵局，但双方因分歧严重合作破裂，议会于
去年12月宣告解散。

以色列舆论认为，本次第 24届议会选举是一
场全新竞争，原因是曾经的议会三大政党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各方力量组合调整较大。分
析人士指出，新变化主要包括：内塔尼亚胡的党内
对手吉德翁·萨尔组建新政党“新希望”党并将角
逐总理一职，该党主张同利库德集团相似，将分流
利库德集团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内塔尼亚胡
的组阁难度；曾“领跑”议会选举的蓝白党内部出
现分裂导致选情堪忧，而从该政治联盟“出走”、由
前财政部长亚伊尔·拉皮徳领导的中左翼政党“拥
有未来”党或将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而且该党
已明确表示拒绝同内塔尼亚胡合作；议会第三大
党阿拉伯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党也出现分裂，成
员之一的联合阿拉伯党“另立门户”，恐将进一步
分化中左翼力量，并影响该国约 200万阿拉伯民
众的投票选择。

整体右转

近年来，由于巴以和平前景黯淡加之右翼政党大

力宣传，以色列社会整体逐渐向右转。舆论认为，此

次选举后，右翼政党势力在新一届议会势必增强，中

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将遭到进一步挤压。以色列第

13频道电视台1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右翼政党将在

此次议会选举中获得120个议席中的近80个席位。
海法大学政治学与管理学教授埃兰·加多特

说，只要巴以冲突继续存在，公众认为以色列仍面
临威胁，那么安全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主要议题，
左翼议程难以打消公众的忧虑和担忧，以色列恐
将继续“右转”。以色列《国土报》援引一项新的民
调结果说，巴以两国方案的许多支持者已从中左
翼政党转向“新希望”党等右翼政党。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一方面选民对右翼政党
的支持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蓝白党、“联合名单”党等
自身出现分裂，加之一些中左翼小政党难以够到选
举门槛，目前中左翼阵营呈现出“近乎无助”的局面。

组阁难题
此次议会选举中，涉嫌贪腐的内塔尼亚胡能

否继续连任是焦点议题之一。最新民调显示，其
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仍有望保持领先地位，但无论
是内塔尼亚胡阵营还是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都可
能无法获得组阁所需的半数以上议席，加之党派
分歧严重，利益诉求难以调和，以色列持续近两年
的政治僵局恐难在短时间内破解。

根据民调，利库德集团与三个犹太人政党组成
的内塔尼亚胡阵营有望获得50个席位，由“拥有未
来”党、“新希望”党及若干中左翼政党组成的反内塔
尼亚胡阵营或将获得56个席位。而有望分别获得
10席和4席的统一右翼联盟和联合阿拉伯党尚未表
态支持哪一阵营，它们可能成为组阁的关键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政府组建
路径是，拉拢联合阿拉伯党和统一右翼联盟加入，
但统一右翼联盟已经明确表态不与“联合名单”党
合作，这一路径存在困难。而即使该阵营成功组建
联合政府，其意识形态及社会政策取向上的具体差
异都可能使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组合，甚至导致提
前大选。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21日电

调查显示疫情期间人们
日均多睡近 10 分钟

法国知名智能健康产品制造商威辛斯公司对全球多地用户的最
新调查显示，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日均多睡将近 10分钟。这或与人
们居家时间变长、因防疫规定减少夜间活动等因素有关。

威辛斯主要提供智能手表、体脂秤等智能产品，收集分析 14个国
家和地区逾500万名用户相关数据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日本共同社 21日援引调查报告内容报道，威辛斯用户 2020年日
均比 2019年多睡 9分 50秒，且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无一出现睡眠时
间减少情况。其中，意大利人日均增加睡眠时间最长，为 12分 52秒；
英国人以12分 27秒的日均睡眠增时位居第二。

报告认为，人们睡眠时间增加或与全球多数地区为遏制疫情关
闭餐馆酒吧等场所、民众“夜间活动大幅减少”等有关。相比疫情较
严重的欧洲地区，东亚地区疫情控制较好，民众外出限制相对宽松，
因此日均睡眠时长增幅不大。 据新华社微特稿

新西兰研究人员在海洋鱼类
肌肉组织中发现微塑料

据新华社惠灵顿3月21日电（记者 卢怀谦 郭磊）新西兰国家
水事和大气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在新西兰周边海域
采样的鱼类中，不仅鱼类内脏中有微塑料，甚至肌肉组织中也发现
了微塑料成分。

这项研究显示，鱼类吞食微塑料后，肠道会出现明显的炎症，
影响鱼类消化系统等功能，最终可能影响其生存，损害程度随着微
塑料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此外，研究发现微塑料还会通过肠壁进入鱼类肌肉组织，影响
其健康，而人类在食用这些鱼肉后，也会不知不觉地摄入微塑料。
研究人员下一步将重点研究海洋中最常见的微塑料类型——微纤
维对鱼类的长期影响。

俄驻美大使启程回国
俄美关系持续复杂化

杜 鹃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20日启程返回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以便与俄政府其他部门一道分析对美政策和俄美关系走向。他临行前说，
只要有必要，将在莫斯科逗留“足够时间”。

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先前的说法，俄方因俄美关系陷
入僵局而召回驻美大使，在现代史上尚属“首例”。

也门胡塞武装说移民拘留
中心火灾由催泪弹引发
新华社开罗3月20日电 萨那消息：也门胡塞武装20日说，7日

发生在也门首都萨那一个移民拘留中心的火灾是该组织防暴部队
发射催泪弹所致，事件造成45名非洲移民死亡。

胡塞武装说，发生火灾的拘留中心第一区有 358 名非洲移
民。当时，非洲移民正在绝食抗议，抗议活动升级并引发骚乱。防
暴部队发射的其中一枚催泪弹落到床垫上引发火灾。目前，胡塞
武装已逮捕了11名防暴部队成员并提起公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近日遭遇强降雨天气，该州多地发生洪涝
灾害。图为3月2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应急人员帮助受洪水影响的
居民撤离。 新华社／路透

澳大利亚强降雨导致洪灾

3月20日，加尔迪诺夫妇穿戴着宇航员样式的服装和头盔走在巴
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马海滩。

这对夫妇用这套服饰作为新冠疫情下的防护用品，同时也希望能
凭借此举提升人们对防疫措施的重视。 新华社／美联

“宇航员”漫步海滩

这是3月20日在比利时博姆市的德舒尔森林公园拍摄的一
座“巨人”雕塑。比利时北部小城博姆附近的德舒尔森林公园里
“住”着七个“巨人”雕塑，它们是2019年由丹麦艺术家托马斯·丹
博携团队利用废弃的可回收木材制作而成，旨在展示自然之美和
对自然资源的尊重。联合国大会于2012年宣布3月21日为“国
际森林日”。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七“巨人”守护森林

3月20日，在冰岛雷克雅尼斯半岛，海岸警卫队成员查看喷
发的火山。这处火山休眠了大约6000年。它的喷发没有触发周
边居民撤离，暂时没有严重扰乱航空运输。 新华社／路透

休眠六千年火山喷发

再迎提前大选以色列政治僵局难破
新华社记者 尚 昊

以色列将于23日举行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以期结束该国持续近两
年的政治僵局。同此前三次选举相比，以色列内部各方力量组合出现较大调整
变化。根据选前民调，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虽有望在
选举中保持领先地位，但仍将面临组阁难题，靠此次选举稳定政局恐怕不易。

伊朗爆炸事件致1死3伤
据新华社德黑兰3月21日电（记者 高文成）据伊朗媒体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东南部锡斯坦－俾路
支斯坦省当天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9时30
分，地点位于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市的一个公共广场。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此次爆炸定性为“恐怖组织”行径。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制造了这起爆炸。

观天下·俄美关系

美国亚特兰大举行集会
抗议针对亚裔暴力活动

日本首相菅义伟称将带领
自民党赢得国会众议院选举
据新华社东京3月21日电（记者 姜俏梅）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

菅义伟21日在东京召开的自民党大会上发表演讲，表达其将在最晚秋
季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带领自民党赢得选举的决心。

菅义伟在演讲中表示，自民党将带领日本渡过新冠疫情这一难
关，引领日本进入新时代。他说，最晚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国会众议院
选举，“我将带头奋战到底”。

就今夏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菅义伟强调将努力确保东京
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的防疫措施万无一失，希望通过运动员在赛场上
的英姿，向全球传递勇气与希望。

他还表示，修宪是自民党基本方针，目前首要任务是在本届国会
力争让有关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得以通过。

此次大会是菅义伟领导下的第一次自民党大会。受疫情影
响，本次大会除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外，还大幅缩减了现场参会
人数，仅限国会议员参与，地方党组织干部线上参会。当天，自民
党大会通过以“众议院选举必胜”和“战胜新冠疫情”为口号的
2021 年运动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