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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和墨西哥定于2月7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
的亚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召集拉丁美洲地区国家商议委
内瑞拉局势，以期促成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对话。玻
利维亚1月31日宣布加入这一倡议。

同一天，欧洲联盟宣布，将与多个拉美国家组建一个国
际联络小组，以期在90天内为委内瑞拉重新选举创造条件。

围绕委内瑞拉政治僵局，支持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和支持或者倾向于支持反对派的国家寻求国际协调。尽
管立场不同，上述拉美国家和欧盟都主张经由政治进程
和平化解危机。

【友邦欲促对话】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在社交媒体写道，玻利

维亚欢迎并加入“兄弟国家”墨西哥和乌拉圭所提倡议，
“以期委内瑞拉危机得到和平解决”。他说，举办这场国
际会议是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梵蒂
冈罗马教皇方济的呼吁。

乌拉圭和墨西哥政府1月3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会
议旨在为创建委内瑞拉所有政治力量参与的新对话机制
奠定基础”，将有利于恢复这个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墨西
哥政府预期超过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

墨西哥、乌拉圭、玻利维亚承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的合法性。

美国政府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1月31日在一
场媒体吹风会上说，美方强烈反对“墨西哥、乌拉圭和梵蒂
冈”的倡议，“拒绝一切……允许马杜罗维持权力的对话”。

俄罗斯驻乌拉圭大使尼古拉·索芬斯基告诉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俄罗斯和美国不大可能受邀参加2月7日会
议。俄方与乌拉圭外交部联络，得知这将是一场相当小
范围的会议，不会邀请域外国家，也不会邀请委内瑞拉
人，“差不多纯粹是一场地区性活动”。

秘鲁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告诉卫星社，秘鲁不会参
会。秘鲁是承认委内瑞拉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临时
总统”的拉美国家之一。

【欧盟着眼重选】
大西洋彼岸，欧盟1月31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

斯特就委内瑞拉局势举行外交部长会议。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会后宣布，多个欧盟成员国和一些拉美国家商定，建立委
内瑞拉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为委内瑞拉举行新一轮选举
创造条件。

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瑞典、荷
兰等欧洲国家和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玻利维
亚将加入这一联络小组。莫盖里尼说，联络小组下周将
在某个拉美国家首次举行部长级会议。

按照莫盖里尼的说法，组建联络小组不是为了斡旋，也
不是为了促进某种形式的对话，不会被用于“拖延时间”。

她说，联络小组的工作期限为90天，如果没有就组织
选举取得充分进展，届时可能解散；如果出现“积极动
态”，运行期限将延长。

路透社解读，欧盟主导这一联络小组，一旦无法促成
委内瑞拉重新举行总统选举，可能对委内瑞拉施加经济
制裁。

只是，莫盖里尼当天否认欧盟向委内瑞拉提出“最后
通牒”、要求限期重新选举，“这既不是欧洲的风格，也不
是我的风格”。

【反对军事干预】
作为欧盟主要机构之一，欧洲议会1月31日通过一

项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决议，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
总统”。但欧盟作为整体没有承认这名自封的“临时总
统”。莫盖里尼当天晚些时候说，是否对某个国家及其领
导层给予外交承认，取决于欧盟成员国自身。

欧盟内部就委内瑞拉局势存在分歧。法、英、德、西、
葡、荷1月26日要求委内瑞拉8天内重新选举总统，否则
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承
诺支持马杜罗。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曼利奥·迪斯特凡
诺说，意大利不会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

“意大利之所以不承认瓜伊多，是因为我们坚决反对
一个国家或一群第三方国家可以决定另一个国家的内部
政策。”迪斯特凡诺接受TV2000广播电台采访时说，这就
是联合国倡导的不干涉原则。

迪斯特凡诺同时强调，应避免委内瑞拉爆发像利比
亚内战那样的军事冲突。2011 年，利比亚反对派在美、
英、法等国军事支持下武力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
利比亚随后连续多年陷入动荡和冲突。

无论是欧盟要建立的国际联络小组，还是乌拉圭、墨
西哥将举办的国际会议，都主张经由政治途径，以和平、
民主的方式化解委内瑞拉僵局。

为应对委内瑞拉局势而设立的另一个多边机构“利
马集团”定于2月4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会。利马集
团由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13个拉美国家和加拿大2017
年8月在秘鲁首都利马创建，以协调立场，曾经明确表示
拒绝军事干预委内瑞拉。部分成员支持瓜伊多。

瓜伊多1月23日自我宣布为“临时总统”，获得美国、
加拿大和哥伦比亚、巴西等拉美国家承认。瓜伊多31日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拒绝排除接受美国军事
支持的可能性，称为了逼迫马杜罗下台，“不管什么样的
施压都有必要”。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
墓室历时近 10 年的修复工作 1 月 31 日
正式完成。它将以更明亮、安全的面目
重新接待游客。根据修复后的设计，游
客不能近距离接触墓室壁画。墓室内还
安装了新的通风系统，确保每30分钟彻
底交换墓室内外空气。

不过，修复工程没有去除墓室壁
画上的棕色斑点。研究人员先前猜测
这些斑点是霉菌，担心它们扩散并损
毁壁画。后来分析显示，这些斑点确
实源自微生物，只是这些微生物早已
死亡，斑点在墓室 1922 年被发现时已
经存在。

修复之后，墓室内繁复的壁画和天
花板接近最初被发现时的状态。墓室地
板和照明系统也全部更新。

为保证修复工程完成，图坦卡蒙的

木乃伊一度被移出墓室。由于这是极其
珍贵的文物，修复人员决定人工搬动图
坦卡蒙木乃伊及其 250 公斤重的棺木。

“12个人喊着号子把它抬上墓道。”路透
社援引美国格蒂保护研究所公关主任内
维尔·阿格纽的话报道。格蒂保护研究
所参与了墓室修复工程。

自 1922 年首次被发现后，图坦卡
蒙墓室因为接待大量游客损毁严重，
包括展品遗失、游客涂鸦和墓室墙壁
剐蹭。埃及官方自 2009 年开始修复图
坦卡蒙墓室，并每年定期关闭墓室。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是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法老，其
陵墓位于埃及古城卢克索帝王谷，1922
年被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现，
并出土了众多精美陪葬品，令埃及考古
达到顶峰。

德国国防部多名消息人士 1 月 31
日披露，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
的F-35型战斗机在德国空军新战机采
购招标中出局。

德国将在欧洲“台风”战斗机和美
国波音公司研制的F/A-18型战斗机之
间作出选择，替换现有85架老旧“旋风”
（又译“狂风”）战斗机。

【两强对决】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

者，德国国防部需要波音和
参与研制欧洲“台风”战斗机的空中客
车公司提供战机详细信息，以便作出最
终决定。

德国空军部分“旋风”战机已无法
携带核武器。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对德国的要求，战机必须能携带美国
制造的核武器。而能否携带美方核武
器，需要获得美国政府批准。这一招
标过程因而仍需一段时间，最终决定
何时公布尚未确定。

消息人士同时披露，德国空军已决
定更换33架现有老款“台风”战机。这
批战机现在只用于空中警戒和训练，今
后数年将由性能更优越的新型“台风”
战机取代。这意味着德国打算向空客
采购多达 30 亿欧元（约合 230.9 亿元人
民币）的新战机。

空客对德方决定表示欢迎，同时强
调，用空客战机替换“旋风”是风险最低

的选择。波音则将F/A-18的“卖点”定
位在出勤率高、成本相对较低和电子攻
击能力强。

路透社报道，F-35出局是洛-马公
司一次不小的挫折。这家美国军火行
业巨头原本希望把这一王牌产品推销
至比利时等更多欧洲国家。洛-马说，

不知道德方正式决定。
【早有端倪】

德国国防部原定去年年底前公布老
旧战机的具体替换方案。按照路透社的
说法，这一决定因国防部陷入多起丑闻
而延迟公布。参与去年决策过程的人士
说，德国国防部原
本 打 算 采 购“ 台
风”和两种美国战
机中的一种，现在
似乎有意选定一
种战机。

“台风”战机由
空客、英国航空航
天系统公司以及意
大利最大的航空航
天工业企业莱昂纳
多公司共同研制。

F-35 出局似

乎早有端倪。路透社报道，德国空军参
谋长去年表达对F-35的明显偏好，随后
遭解职。德国国防部随后澄清说，属意

“欧洲解决方案”。
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联合组成现任政府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匆忙采购美国战

机，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
德国最亲密的欧洲盟友

法国同样警告说，购买F-35
可能会影响法德2040年以前

共同研制出新战机。
德军官员说，1983年服役的“旋风”

战机亟需替换。如果这批战机坚持服役
至2030年以后，德国政府恐将为此支出
大约80亿欧元（615.8亿元人民币）。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莫斯科1月31日电（记者刘
洋）俄罗斯副总理尤里·鲍里索夫1月31
日对媒体表示，委内瑞拉境内没有俄罗
斯军人。

鲍里索夫同时表示，俄方正在跟踪
委内瑞拉局势发展。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

罗娃当天早些时候说，委内瑞拉局势出
路在于开展广泛的国内对话。俄方准
备参与委国内各方均可接受的调解和
磋商机制。

扎哈罗娃说，委内瑞拉局势依然极
为紧张，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尽管委内
瑞拉总统马杜罗有意开展对话，但反对

派不愿这样做，反而通过美国媒体呼吁
推翻委内瑞拉的合法政权。

在2018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马杜
罗获得 67.8%的选票，连任委内瑞拉总
统，但委内瑞拉反对派以及美国等一些
国家拒绝承认马杜罗的新任期。委内
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23日宣称就任“临
时总统”。美国随即承认瓜伊多为“临
时总统”，并称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和
外交手段向委内瑞拉施压。

俄罗斯最长寿女人科卡·伊坦
布洛娃在车臣共和国去世，终年129
岁。外媒称，若她的出生证明准确，
那么她就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

据塔斯社报道，这位长寿老人
出生于1889年，她的孙子告诉媒体，

“她此前身体基本健康，只有一些血
压问题。但有一天她突然感到恶
心，呼吸不畅。医生进行了注射治
疗，但她没有恢复。现在，她已经被
埋葬在故乡。”

早前，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俄
罗斯养老基金会根据科卡的身份证
确定她出生于 1889 年，如果俄罗斯
养老基金会的说法是准确的，这就
意味着科卡比去年去世的吉尼斯认
证的世界最高龄女性纳比·田岛更
年长。纳比·田岛出生于1900年8月
4日，去世时享年117岁。

报道称，科卡经历了二战及苏
联解体。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失去
了几个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
她的亲戚称，她唯一活下来的女儿
也已经去世，去世的时候104岁。

科卡曾经接受媒体采访，她曾说，
“我一生都在劳作，没有时间休息或娱
乐。我们要么挖地、要么种西瓜，当我
在干活的时候，日子一天天过去。”

当被问及如此长寿的秘诀是什
么时，她告诉记者，这是上帝的旨意，
自己什么也没做。“我看到人们为了
长寿而去运动，吃一些特别的东西来
保持身体健康，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
活到现在的。”据报道，科卡不喜欢吃
肉，但她喜欢喝发酵牛奶。

科卡曾生活的高加索地区是有
名的长寿之乡。 本报综合消息

欧盟反对军事干预委内瑞拉
俄罗斯否认向委内瑞拉派兵

德国战机招标 F-35出局

最长寿女人在俄罗斯去世

终年129岁

图坦卡蒙墓室修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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