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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5日
说，美国政府对乌克兰东部局势的担忧“毫无根
据”。

美国国务院宣称，“可靠消息”显示俄罗斯军
队在俄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带从事带有挑衅意味
的活动，要求俄方“解释”。

回应关切回应关切

里亚布科夫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说，俄方
不认可美方所提对乌克兰东部局势的担忧。他这
番话似乎是为回应美方关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5日在记者会
上说，美方发现俄军在俄边境地带活动的“可靠”
消息，要求俄方解释这些“挑衅”行为。他说，无论
俄军活动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在乌克兰境内，都是
为了恫吓乌克兰。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稍后告诉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记者，美方敦促俄方不要采取导致局势升
级的行动。

俄罗斯曾经多次声明本国并非乌克兰国内冲
突的一方。就美方最新指认，里亚布科夫说，俄罗
斯在本国领土上做自认为有必要的事情，“美国发
出的信号与我们完全不相干，我们完全无视这种
信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同
一天告诉媒体记者，俄罗斯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
胁，但“一向非常注重本国安全”。俄军按自身需
要确定在俄境内移动的方式和地点，“不应引起任
何方面的担忧”。

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近来再趋紧张。乌克兰
方面3月底称，俄方在其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对乌
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佩斯科夫4月1日说，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及其他方面的军事力量在靠
近俄边境的地区正变得更为活跃，迫使俄方保持
警惕。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本国边境安
全。

通话讨论通话讨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与英国首相约翰逊
通电话时表示，乌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正在恶化，
他敦促英国和其他盟友增加在该地区的存在。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5日发布消息说，泽连斯基
当天与约翰逊就顿巴斯地区局势、俄罗斯近期在
乌俄边境地区增兵等进行交流。泽连斯基表示，
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是乌克兰的优先事
项，该计划将增强乌国防实力。

另据英国媒体消息，英国首相办公室5日发表
声明说，约翰逊在通话中重申英国支持乌方维护
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立场，并对乌方应对紧张局势
的方式和立场表示肯定。

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近来再趋紧张。乌方3
月30日称，俄方在乌俄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对乌国
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5日表示，俄罗斯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一向
非常注重本国安全”。俄军按自身需要确定在俄
境内移动的方式和地点，“不应引起任何方面的担
忧”。

佩斯科夫1日说，北约国家及其他势力的军事
力量在俄边境地区正变得更为活跃，这迫使俄方
保持警惕。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本国边境
安全。

强调接触强调接触

里亚布科夫5日说，就乌东部局势，“我们与美
国人保持联络，在高级别展开”。“如果我们的美国
同事有所担忧，就应该帮助稳定局势。”

里亚布科夫同时批评乌克兰方面没有落实有
关这一地区的停火协议。

2014 年 4 月，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爆发乌
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大规模冲突。经国际社会
斡旋，冲突双方分别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大规
模武装冲突得到控制，小规模交火时有发生。

2020年7月，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
兰、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与乌东部顿巴
斯地区民间武装代表举行视频会议，各方就在顿
巴斯地区全面停火达成一致。

今年2月底以来，乌东部地区交火事件和人员
伤亡有所增多。乌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装互相指
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5日说，美方对就乌克
兰局势与俄罗斯接触“持开放态度”。

新华社特稿

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再升温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成欣 孙楠）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希望美方真正践行保护人权的承诺，严厉打击
针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歧视
和仇恨暴力行为。

有记者问：《纽约时报》日前发表题为《愈
演愈烈的反亚裔暴力》的长文。文章指出，在
过去一年里，亚裔遭推搡、殴打、唾面、辱骂，房
屋和商店也遭破坏。2020年3月以来，全美发
生的有明显证据的种族仇恨事件超过 110
起。在针对亚裔的攻击中，很多案件因未能明
确仇恨动机而未被纳入统计。此前美国加州
州立大学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2020 年美
国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149%。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你的问题让我想起《纽约客》最新一期杂
志的封面。”赵立坚说，“在这幅名为《晚点》的
画作中，一位亚裔母亲牵着女儿的手在地铁站
候车，急切期盼着地铁到站，眼神谨慎地望向
别处，站在一旁的女儿则紧紧抓住母亲的手，
警惕着另一边的动向。本是一次再普通不过
的车站候车，却让这对亚裔母女时刻担忧自身
的安危。这样的场景令人心酸。”

赵立坚说，近几年，美国针对亚裔等少数
族裔的仇恨犯罪不断上升，发生了很多悲剧。
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上届政府有关政客
发表公开或暗示性仇外言论，使用针对特定地
域或人群的名称来替代新冠病毒，散播虚假信
息和种族歧视的仇恨言论。这种做法极为不
负责任，直接导致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

犯罪愈演愈烈。
他说，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

性、持续性的存在。白人种族主义者、新纳粹
分子和三K党成员公然使用种族主义标语、口
号，宣扬白人至上，煽动种族歧视和仇恨。美
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大
屠杀，犯下罄竹难书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
罪。美执法部门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死亡案
件频发。美职场中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对少
数族裔的社会歧视广泛存在。

“希望美方真正践行保护人权的承诺，严厉
打击针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歧
视和仇恨暴力行为，切实保障少数族裔各项权
利，让少数族裔摆脱歧视仇恨犯罪的噩梦，不再
生活在暴力和恐惧之中。”赵立坚说。

4月5日，一名女子离开乌克兰基辅一处地铁站时经过执勤的警察。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5日起强化防疫措施，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教育机构一律停课，餐饮场

所只提供外卖服务，市民须持有特别通行证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新华社/法新

随着近期美国接种新冠疫苗范围扩大、
学校复课，美国儿童的生活似乎正在逐渐恢
复正常。然而，许多孩子不得不适应因为疫
情失去至亲的艰难现实。专家呼吁关注这类
儿童的心理创伤治疗。

《美国医学会杂志·小儿科》月刊5日发布
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美国大约4
万儿童因新冠疫情失去父母中至少一方。一
些美国媒体把这类孩子称为“新冠孤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纽约州立大
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公共卫生项目领衔研究
员蕾切尔·基德曼说，根据人口统计模型估
算，美国迄今已有37300名至43000名儿童因
新冠疫情失去双亲中至少一人，人数之多“触
目惊心”；随着疫情持续，这一人数还会增加。

报告写道，非洲裔儿童受疫情影响更
重。美国 0 至 17 岁未成年人中非洲裔占比
14%，而在因疫情失去双亲中至少一人的儿童
中非洲裔儿童占比达20%。

研究模型显示，每出现一例新冠死亡病例，

就有0.078名未满18岁儿童失去双亲中至少一
人，比没有新冠疫情的状况增加17.5%到20.2%。

基德曼和报告其他作者认为，全美各地
应采取措施缓解新冠疫情对儿童的不良影
响，帮助儿童应对丧亲之痛。不少专家建议，
应坚持施以“谈话疗法”，必要时辅以抗抑郁
和抗焦虑药物。

报告写道：“父母因新冠疫情突然死亡，
对孩子构成精神创伤尤为明显……而在社交
隔离（措施）、机构经费紧张、经济不景气的背
景下，丧亲儿童可能得不到所需支持。”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一项
持续7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失去双亲中至少一
人的儿童与双亲健在的儿童相比，更容易出
现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产生自杀意念的
风险也更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
至 5 日，美国累计将近 3100 万人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累计超过55.5万人因染疫病亡。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第比利斯4月6日电（记者李铭）
格鲁吉亚总理府6日证实，格总理加里巴什维
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据格总理府新闻办公室当天消息，加里
巴什维利目前状态尚好，正在家中接受隔离

治疗并远程办公。
据格鲁吉亚政府防控新冠疫情网站 6

日公布数据，该国 24 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
897 例 ， 累 计 确 诊 284958 例 ， 累 计 死 亡
3832 例。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5日任命一名新冠
疫情协调员，分管美国就新冠疫苗在全球开
展的外交工作。美国先前因拒绝为盟友提供
疫苗而招致批评。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天任命盖
尔·史密斯为美国国务院全球新冠应对与卫
生安全协调员，负责监督美国在海外预防、检
测和应对疾病暴发的项目，就新冠疫苗开展
外交工作。

史密斯曾经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
参与过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政府根除埃博
拉病毒的行动。按布林肯的说法，史密斯在
应对全球卫生危机方面经验丰富，涉及疟疾、
结核病和艾滋病等。

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迄今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3149 万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 56 万例。路透社报道，截至 4
日上午，美国已经接种超过 1.65 亿剂新冠
疫苗。

美国政府先前拒绝为墨西哥、加拿大和
欧洲联盟等盟友提供在美国生产的疫苗。墨
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
拉多尔曾直白地抱怨美国囤积疫苗，“地球上
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邻居，比我们做得还
糟”。一些非政府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的新冠
疫苗采购政策，希望白宫明确设定采购上限，
与他国分享疫苗。

据新华社电 意大利南部黑手党组织“帕
利亚雷利”头目朱塞佩·卡尔瓦鲁索回家与家
人过复活节时因行踪败露被捕，将面临牢狱
之灾。

卡尔瓦鲁索现年44岁，在“帕利亚雷利”
原头目塞蒂莫·米内奥2018年被捕后“接管”
这一黑手党组织，数月前潜逃至巴西。据意
大利安莎通讯社本月5日报道，卡尔瓦鲁索近
期从巴西返回意大利西西里岛，与家人一起
庆祝复活节。他4日与家人进餐时被巴勒莫
省宪兵队逮捕。同批被捕的还有4名“我们的
事业”黑手党组织成员。这些人被控犯有敲
诈、袭击、绑架等重罪。

依照英国《泰晤士报》说法，卡尔瓦鲁索
在巴勒莫机场被捕。他的投资涉及建筑、房
地产和餐饮等行业，逗留巴西期间藏身纳塔
尔市。

指挥抓捕行动的巴勒莫省宪兵队指挥官
阿尔图罗·瓜里诺说，卡尔瓦鲁索是一名能够
搞定黑手党组织之间地盘纠纷的“高级别”黑
手党成员。

外交部：希望美方严厉打击

针对亚裔等少数族裔的仇恨暴力行为

乌克兰首都基辅强化防疫措施乌克兰首都基辅强化防疫措施

格鲁吉亚总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格鲁吉亚总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美约4万儿童被曝因新冠疫情丧亲

美国任命

新冠国际协调员

意大利黑手党头目

回家过节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