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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马里 18 日发生军人哗变，总
统凯塔和总理西塞被扣留在军营。
被扣留的凯塔当晚通过国家电视台
发表讲话，表示将立刻辞职，同时
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

凯塔表情凝重，在讲话中表
示，自 2013 年当选以来，他一直
在努力让马里复兴。“我不希望因
为留任总统而发生流血事件，我已
经决定辞去 （总统） 职务。”

总统被扣后发表讲话
宣布辞职

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部一名官
员 18 日告诉新华社记者，距首都
巴马科约 15 公里的库利科罗地区
卡蒂镇一处军营当天早上发生军人
哗变。有军官利用早操时间鼓动军
人哗变，一些军人朝天开枪后前往
军火库。

西塞随后发表声明，呼吁哗变
人员放下武器，与政府开展对话。
不久后，哗变军人抓扣凯塔和西
塞，并将两人带到军营。凯塔随后
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并解散政
府和议会。

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非盟、
欧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共

体） 等对此表示谴责，并呼吁尽快
恢复马里宪法秩序。西共体 18 日
晚发表公报表示，将取消马里的成
员国身份、关闭其成员国与马里的
边境、冻结成员国与马里的一切资
金往来。

重演马里2012年政变
这次哗变事件重演马里 2012

年政变。当年的政变令马里陷入混
乱，尤其是政变造成的权力真空令

“伊斯兰国”和“基地”等极端组
织势力趁机渗入马里北部地区，控
制多座城镇，法国牵头出兵清剿。

西共体此次有可能和 2012 年
一样在哗变后续调解中发挥关键作
用。马里是内陆国家，严重依赖从
周边国家进口燃料和生活必需品。
2012 年正是在受到西共体严厉制
裁后，哗变军人最终做出让步，同
意回归宪法秩序。

遭到国际社会谴责
马里军方哗变势必加剧国内和

地区局势动荡。马里所在的萨赫勒
地区，是当今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最
猖獗地区。此次哗变有可能导致暂
时的权力真空，这将给恐怖势力进
一步渗透和拓展提供机会。

马里军人违宪行动已遭到国际
社会广泛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要求马里“立刻恢复宪政和法

治”。联合国安理会将于 19 日紧急
开会磋商马里局势。国际社会的积
极努力将推动马里早日恢复法治秩
序，这符合马里和萨赫勒地区人民
的利益。

武汉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王
战认为，如果接下来新政府能够迅
速组建，并积极参与和配合萨赫勒
地区反恐行动，那么哗变对马里北
部和萨赫勒地区反恐的影响将较
小，地区安全形势不会明显恶化。

哗变军人宣布成立权
力过渡机构

马里哗变军人逼迫马里总统凯
塔辞职并解散议会和政府后，19
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成立权力过

渡机构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表示
将在合理时间内组织大选。

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发言人伊
斯梅尔·瓦格说，他们并非热衷权
力，而是希望马里稳定。他们将在
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组织大选，以使
马里能拥有强大机构来管理民众日
常生活并恢复彼此之间的信任。

瓦格说，为了使马里“不陷入
黑暗”，他们将承担起确保国家和
公共服务不中断的责任。他同时宣
布，马里即日起关闭所有陆空边
境，并从晚 9 时至次日早 5 时实施
宵禁，直至另行通知。

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还邀请民
间团体和社会政治运动力量加入他
们，为实现“可信的选举”创造条
件。

马里发生军人哗变
总统总理被扣军营

凯 塔 2013 年 赢 得 总 统 选
举，任期 5 年，2018 年胜选连
任。他获得法国等西方国家以及
马里军队高层支持，但马里军方
高层与中下层士兵之间存在分
歧，成为局势不稳定因素之一。

马里今年 3 月底至 4 月初举
行的议会选举触发执政党与反对
党间分歧，社会不满情绪趁势爆

发，迅速酿成一场严重的政治危
机。宪法法院关于议会选举的裁
定和最终结果引发反对派强烈不
满，反对派自 6月起组织数轮示
威，7月起要求凯塔辞职。在西
共体等地区和国际机构斡旋下，
凯塔做出让步，表示愿意考虑重
选议会，但反对党依旧要求他下
台。

背 景 链 接

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国
持续向非洲派遣援助医疗队。近年
来，中国援非医疗卫生项目不断升
级、“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行医四
海、“一带一路·光明行”为成千
上万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中国
维和部队在任务区展开义诊……一
批批中国医护人员在海外，用心血
乃至生命，诠释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让人道主义精神熠熠生辉。

1月10日，在马尔代夫首都马
累附近的胡鲁马累医院，73 岁的
马尔代夫老人侯赛因 （中） 成功接
受手术后，竖起大拇指感谢中国眼
科医疗队。

（新华社发）

中国医师在海外：

诠释大爱无疆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8 日电
（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民主
党全国代表大会美国东部时间 18
日晚正式提名前副总统乔·拜登为
2020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将
与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
角逐。

受新冠疫情影响，大会主要
活动在线举行。当晚，来自美国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海外领
地的 57 个代表团逐一远程唱票。
在 北 卡 罗 来 纳 州 宣 布 计 票 结 果
后 ， 拜 登 获 得 2448 张 党 代 表 票 ，
超过提名所需 2374 票，正式成为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
人。

2016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左翼联邦参议员、该党总统竞
选人桑德斯支持者在会场内外举行
抗议活动，党内温和派与左翼存在
严重裂痕。今年民主党大会上，党
内各派表达了对拜登的一致支持。
桑德斯在大会 17 日开幕当晚发表

讲话，敦促民主党左翼选民搁置
分歧，团结在拜登身后，以实现
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这一共同目

标。18 日晚，美国民主党籍前总
统卡特和克林顿，以及多名党内
政治新秀也分别在大会上发表远

程讲话力挺拜登。
为 期 4 天 的 美 国 民 主 党 全 国

代表大会 17 日开幕。今年民主党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主 题 为 “ 团 结 美
国”，拜登定于 20 日晚即大会闭
幕夜在他居住的特拉华州发表远
程演讲，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提名。

尼尔森公司 18 日发布的最终
数据显示，约 1970 万名观众通过
美国 10 家电视台观看了民主党大
会 17 日开幕夜，较 4 年前人数下降
约四分之一。拜登竞选团队 18 日
在社交媒体上说，首晚在线和流媒
体观众达到创纪录的 1020 万，总
计约 2890 万美国人通过电视和数
字平台观看了民主党大会开幕夜。

拜登 1942 年 11 月出生于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出身，1970
年踏入政界，1972 年首次当选联
邦参议员，曾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奥巴马
执政时期任美国副总统。

拜登正式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张8月18日拍摄的直播视频画面显示，乔·拜登被提名为2020年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庆祝。 （新华社发）

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19 日电
（记者鲁金博）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 19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方面暂未看
到向白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必要
性。

佩斯科夫说，在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 （集安组织） 和俄白联盟框架
内的确规定了相关系列互助义务，
但目前暂无这种需要。白俄罗斯领
导层也表示没有此种需求。

佩斯科夫在回答记者有关“俄
罗斯军事装备运到俄白边境”的问

题时说：“俄罗斯的军事装备遍布
俄境内，对提出的问题无可奉告。”

白俄罗斯 9 日举行总统选举，
包括卢卡申科在内的 5 名候选人参
选。中央选举委员会 14 日公布最
终计票结果，卢卡申科以 80.1%的
得票率胜出。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等城市连
日来发生较大规模抗议活动，对总
统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在最初几天
的抗议活动中部分抗议者与执法人
员对峙并引发骚乱，目前已转变为
和平抗议。

俄方表示暂无必要
向白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新华社维也纳 8 月 18 日电
（记者于涛） 美国和俄罗斯在奥地
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新一轮军控对
话 18 日下午结束，对话未取得突
破性进展。

美国军控问题特别代表马歇
尔·比林斯利在对话结束后说，双
方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
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会谈
要取得进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他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双方进行了

“实质性和严肃的会谈”，但现在
“球在俄罗斯那里”。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
科夫在对话结束后表示，会谈仍有
回旋余地，他的印象是延长 《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 仍有可能，但美
国在是否说“是”的问题上还在犹
豫。

美俄两国 2010 年签署的 《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将于 2021 年
到期，该条约旨在限制美俄两国部
署的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美俄

《中导条约》 2019 年失效后，《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成为两国间唯
一的军控条约。俄罗斯多次表示愿
意不设前提条件延长该条约有效
期，但美国一直反应冷淡。

为讨论延长 《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 相关问题，美俄两国代表于
今年 6 月 22 日在维也纳开始举行军
控对话。7 月底，两国在维也纳举
行战略磋商。据报道，对话与磋商
均成果有限。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 18 日发表
的声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
天应约与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
话，讨论增强俄美两军互信和透明
度的措施，并就世界多个地区的局
势交换意见。

美俄军控对话
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新华社日内瓦 8月 18日电
（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18 日表示，结束新冠大流
行和重新开放经济的最快方法是从
保护世界各地风险最高的人群开
始，而不是仅仅保护某些国家的全
部人口。他再次重申应避免抗疫物
资供应尤其是疫苗方面的“民族主
义”。

谭德塞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从
后勤和物资供应角度看，新冠大流行
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虽然各国领导人都希望首先保护本
国人民，但应对新冠大流行必须采取
集体行动。“我们从惨痛的教训中认
识到，结束这一流行病和重新开放经
济的最快方法是从保护世界各地风
险最高的人群开始，而不是仅仅保护
某些国家的全部人口。”

谭德塞指出，卫生和社会护理
机构的一线工作人员应受到优先重
视，因为他们对治疗新冠患者、保
护大众至关重要，且常与新冠高病
亡率的风险群体密切接触。

谭德塞：

结束新冠大流行
应从保护风险最高人群开始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 8月 18日
电 （记者林晶） 丹麦气象研究所
18 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所参与
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对丹麦所辖的
格陵兰岛近 30 年来冰盖融化的相
关数据分析后发现，如果气候变暖
保持当前速率，格陵兰岛冰盖将持
续融化，并在 2100 年左右使全球
海平面上升至少 10 厘米。

研究对 1981 年至 2019 年间格
陵兰岛地表温度变化与冰盖质量变
化进行分析，并基于上述模型计算
出格陵兰岛冰盖融化对全球海平面
上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 1991
年至 2019 年间格陵兰沿海地区气
温显著升高，冬季平均升高 4.4 摄
氏度，夏季平均升高 1.7 摄氏度。
计算模型显示，格陵兰岛地区夏季

气温每升高 1 摄氏度，会造成每年
910 亿 吨 的 冰 盖 表 面 质 量 流 失 和
1160 亿吨冰盖整体质量流失。

丹麦气象研究所的鲁斯·莫特
拉姆说，如果气候变暖保持当前速
率，全球气温将在 2100 年上升 4 摄
氏度到 6.6 摄氏度，按上述模型推
算，“气温上升造成的格陵兰岛冰
盖融化和表面质量流失将直接导致

2100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 10 厘米至
12.5 厘米”。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格陵兰
岛冰盖全部融化，将导致全球海
平面上升 7 米。

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约翰·卡佩
伦说：“这反映了极地地区在气候
变化中的脆弱性。我们必须在限制
全球变暖方面有所作为，如果我们
遵守《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格陵
兰岛变暖趋势也将得到控制。”

2015 年 12 月通过的 《巴黎协
定》 提出，各方将加强应对气候变
化威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
前水平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
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
而努力。

新研究称

格陵兰岛冰盖持续消融
可致海平面80年内上升10厘米

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18 日电
（记者吴刚） 俄罗斯著名枪械制造
公司卡拉什尼科夫集团 18 日发表
新闻公告说，该公司成功研制出俄
首款智能步枪。

公告说，这款智能步枪是在俄
MP-155 霰弹枪基础上研发的，采
用滑膛设计。该智能步枪还装备有
瞄准镜和屏幕，能够与智能手机相

匹配。
此前，卡拉什尼科夫集团还宣

布成功研制出 AK-19 新型自动步
枪，配有根据人机工程学改良的可
伸缩轻型枪托、新的准星以及组合
式消焰器，并且可以快速安装消音
器。AK-19 自动步枪将在 8 月末举
行的俄“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
术论坛期间进行展示。

俄罗斯研制出首款智能步枪

8月19日，韩国首尔的警察在
电话亭式筛查诊所接受新冠病毒检
测采样。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9 日

通报，当地时间18日零时至19日零
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97例，
为 3 月 7 日之后该国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最高纪录。 （新华社发）

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数
创5个多月来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