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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西布鲁马迪纽 1月
27日电 （记者赵焱） 巴西消防部
门当地时间 27 日晚间通报说，东
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矿坝溃坝事故
已造成 58 人死亡，其中 19 人身份
已被确认。截至目前，共有 192人
获救，但仍有305人失踪。

据淡水河谷公司技术人员当日
凌晨检测，因当地连日暴雨造成水
位上涨，发生溃坝事故矿区的另一
个矿坝存在坍塌风险，该公司随后
启动鸣笛警报机制，约 2.4 万名当
地居民在消防队员的引导下前往高
处避险，搜救工作一度暂停。当日
14 时左右，随着风险的排除，搜
救工作再次开始。

消防队负责此次营救任务的爱

德华多·安热洛中校表示，目前找
到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搜
救还会继续，他说：“理论上，48
小时后能够找到生还者的可能性就
很小了，但并不是没有可能，所以
我们要尽量给失踪者家属希望，将
搜救工作继续下去。”

负责环保执法的巴西环境和可
再生资源协会已决定对淡水河谷公
司罚款 2.5 亿雷亚尔 （1 美元约合
3.77 雷亚尔）。米纳斯吉拉斯州司
法部门表示，将要求冻结该公司
60 亿雷亚尔资金，以用于事故赔
偿和灾后重建工作。

2015年 11月，米纳斯吉拉斯州
马里亚纳市附近的一个尾矿坝溃
坝，造成19人死亡，一些村镇被淹。

巴西矿坝溃坝事故遇难者升至58人

1月27日，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布鲁马迪纽，救援人员转移矿坝溃
坝事故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巴西布鲁马迪纽1月27日电
记者 赵焱

卧室外墙完全倒塌，房间满是
泥浆。客厅里，刚结出小果实的木
瓜树半截埋在泥里，晾衣绳上的衣
物沾满深棕色的泥……这是佩德罗
一年半前买下的一处河景房，本以
为可以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谁知
这里却成了泥浆的海洋。

“那天中午，我下班回来，妻
子准备好午餐，我们刚坐下就突然
听到轰响，以为是哪里爆炸了，抬
头一看，阳台外面的河流上游深棕

色的泥浆奔流而下，我们当时本能
地转身就跑，跑到院子外高处的公
路上，我们家所有人得以逃生。”
佩德罗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那惊险
的一刻。

那天是1月25日，淡水河谷公
司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矿坝溃
坝，矿坝里的废料、泥浆迅速涌
出，将淡水河谷公司在布鲁马迪纽
市的行政中心和附近村庄、建筑物
淹没。截至 27 日，这起事故已造
成58人死亡、305人失踪。

佩德罗全家目前住在同他们自
家同一个院子的父母家，他母亲当

时受到惊吓，两天来都不愿下楼。
在这个小院里，佩德罗的房子

完全被毁，院里的游泳池与帕劳佩
巴河之间原本是一片草坪，如今那
里已全是泥浆，三四十米深的帕劳
佩巴河，河道也全被泥浆填满。

游泳池另一旁，一只刚从泥浆
里被救出来的小羊躺在地上，伤势
较重，一只小猪在小水坑旁找吃
的。

“你仔细看那边，还能看到些瓦
片，那里原来是养家禽和家畜的地
方，我养了十几只羊和四只小猪，现
在就剩下这几只羊和猪了，好在家

里的牛跑得比较快，现在在院外的
路边。”佩德罗对记者说。

记者走过去看，泥浆下确实
还能看到原来的羊圈、猪圈和鸡
舍，一群小鸡看到陌生人，迅速
挤到一起。

空气中弥漫着泥浆散发的难
闻气味。佩德罗说，这里的生活废水
原本排到外面河里，但现在河道完
全被泥浆填满，废水排不出去，“不
知道这样会不会滋生病菌”。

记者问佩德罗今后有何打算，
他无奈地说：“谁知道呢，不过好
在我们家人都还活着，跟那些失去
家人的人比，我们要幸运多了。”

采访结束时，佩德罗的妻子拿
出两瓶矿泉水给记者：“你们拿
着，天气这么热，现在每天都有人
给我们送饮用水，有很多人给我们
捐赠物品，有这么多的好人，我们
相信以后一切都会变好的。”

世外桃源转瞬变成泥浆海洋
——巴西溃坝事故现场见闻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 1月 28日
电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
赫） 中央委员会 27 日在拉姆安拉
举行会议，提议由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 （巴解组织） 内部派别人士和独
立人士组建新政府。

会议由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
领导人阿巴斯主持。会议还建议法

塔赫组建专门委员会，与巴解组织
内部派别和独立人士就组建新政府
事宜进行磋商。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 1月 28日

电 （记者杨媛媛 赵悦） 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
人法齐·巴尔胡姆 28 日说，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在巴内
部尚未达成和解的情况下提议组
建新政府将加剧巴内部分裂。

他说，巴勒斯坦需要一个包
括各方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为巴
总统选举、立法委员会 （议会） 选
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解组
织） 选举作准备。

法塔赫提议组建巴勒斯坦新政府
哈马斯反对有关组建新政府的提议

新华社拉姆安拉1月28日电
记者 赵悦 杨媛媛

巴勒斯坦总统、法塔赫领导人
阿巴斯2013年6月任命独立人士哈
姆达拉为政府总理。阿巴斯这一举
措旨在促成巴两大主要政治派别法
塔赫与哈马斯实现和解，为两派执
行和解协议并组建包含两派人士的
联合政府作铺垫。

由于哈姆达拉执政风格比较温
和，而且经常作出与法塔赫不一致
的决定，因此不断有传闻说阿巴斯
有意解除哈姆达拉的职务。

法塔赫与哈马斯 2007 年在加
沙地带发生大规模冲突。哈马斯夺

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退守约
旦河西岸，遂形成两派对峙局面。
两派近年来多次达成和解协议，但
一直未能落实。

今年 1 月 6 日，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要求其工作人员撤出连接
加沙地带与埃及的拉法口岸，以抗
议哈马斯对该口岸的干扰。这些工
作人员以法塔赫成员为主。

加沙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穆尔
贾·贾巴里亚指出，法塔赫离开后，
哈马斯重新控制了拉法口岸，这意
味着法塔赫与哈马斯的政治和解谈
判彻底破裂，哈马斯再度全面掌控
加沙地带。哈姆达拉政府未能完成
实现两派和解的任务，成为“弃子”。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法塔赫
成员、前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穆罕
默德·埃什塔耶获新政府总理提名
的呼声最高，其他内阁成员人选也
大多为法塔赫成员。舆论普遍认
为，埃什塔耶的执政理念与阿巴斯
更为吻合，新政府或能更有效地贯
彻法塔赫的执政方针。

舆论认为，考虑到阿巴斯年事
已高，法塔赫希望在当前巴内部局
势总体稳定的形势下，尽快组建以
法塔赫为核心的政府，维护稳定。

但分析人士指出，组建以法塔
赫为核心的政府势必遭到哈马斯的
反对与抵制，这将对巴政治和解进
程造成影响。

巴勒斯坦现政府为何成“弃子”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

动 （法塔赫） 中央委员会
本月 27 日在拉姆安拉举
行会议，提议由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 （巴解组织） 内
部派别人士和独立人士组
建新政府。

分析人士指出，法塔
赫意欲通过组建新政府强
化对约旦河西岸的管理，
但新政府将巴另一重要政
治派别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排除在外，或
将对巴内部和解产生不利
影响。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28 日回应美国务卿涉委内瑞
拉局势相关言论时说，委内瑞拉
的事务必须也只能由委内瑞拉人
民自己选择和决定。希望各方做
有利于委内瑞拉稳定发展的事
情。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26 日，联合国
安理会就委内瑞拉局势举行会
议。美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和
俄罗斯阻止安理会通过一份主席
声明，并称中俄试图支持马杜罗
这样一个“失败政权”。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

拉当前局势，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作努
力，主张所有国家都应恪守《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外部干
预委内瑞拉事务，反对一个国家干
涉另一个国家内政。

“委内瑞拉的事务必须也只能
由委内瑞拉人民自主选择和决定。
希望各方做有利于委内瑞拉稳定发
展的事情，做有利于委内瑞拉民生
改善的事情，做有利于维护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事情。”耿
爽说。

针对美国务卿涉委内瑞拉局势言论

中国外交部予以回应

据新华社东京 1月 28日电
（记者王可佳 姜俏梅） 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 28 日在国会参众两
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
呼吁在少子、老龄化等一系列挑
战下努力开创新时代，并表示希
望推动日中关系上升至新的阶
段。

日本第 198届例行国会当天
开幕。安倍说，为应对少子、老
龄化问题，日本将继续推动劳动
方式、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

针对修宪问题，安倍表示，
希望各党派在国会能就这一问题
展开深入讨论。

安倍说，目前日中关系已回归
正常轨道，希望继续密切两国领导
人往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发
展，推动两国关系上升至新的阶
段。

安倍说，将推动日俄领土问题
及两国和平条约谈判，并称将就朝
鲜问题与美韩等国际社会紧密合
作，期待与朝鲜领导人实现直接会
谈。他说，日美同盟虽是日本外交
及安保的中心，但日本的核心安保
政策只能依靠自身努力，未来日本
需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下进一
步强化信息、宇宙等各领域的防卫
力量构建。

安倍表示

希望日中关系上升至新阶段

据新华社华盛顿 1月 27日
电（记者刘晨 刘品然） 美国财
政 部 27 日 宣 布 ， 因 “ 行 为 达
标”，美方解除对三家俄罗斯企
业的制裁。

美国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
明中说，解除对俄罗斯铝业联合
公司、En+集团和欧洲西伯利亚
能源公司的制裁，因三家企业已

“按美方要求”削弱了俄罗斯商
业大亨奥列格·杰里帕斯卡对企
业的控制。

声明同时称，美国对杰里帕

斯卡的制裁仍将持续。
2018年 4月，美国财政部对这

三家俄罗斯企业和杰里帕斯卡本人
实施制裁，称其与“俄罗斯干涉美
国选举”及其他“恶意行为”有
关。根据规定，被制裁实体和个人
在美国境内资产被冻结，美国公民
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同年 12 月，财政部告知国会
有意解除制裁，遭部分议员反对。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 （民主党） 领袖
舒默发起反对放松对俄制裁的议
案，但该议案最终未获通过。

美解除对三家俄企业的制裁

1月2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警察在莫斯科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执勤。

俄罗斯警方 28日宣布已破获前一天发生在莫斯科国立特列季亚科
夫画廊的名画被盗案，并抓捕一名现年 31岁的男性嫌疑人，被盗画作
也被完好寻回。 （新华社/美联）

俄罗斯警方破获名画被盗案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记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
管理部 28 日发布公告称，对美
国标普全球公司在北京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标普信用评级 （中
国） 有限公司予以备案。

同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公告称，接受标普信用评级

（中国） 有限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
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的注册。这
标志着标普已获准正式进入中国开
展信用评级业务。

美国标普全球公司

获准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

1月27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在集中营旧址参加纪念活动。
1月 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945年 1月 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

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2005年 11月 1日，第 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
议一致通过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决议草案，把每年1月27日定为“国际
大屠杀纪念日”。 （新华社/路透）

纪念“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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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丙衷先生 （原江北中马卫生院眼科医师），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8日上午10点42分去世，享
年92岁。

妻子何枫携子女赵权、赵科、赵宁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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