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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乌克兰新议
长图尔奇诺夫 2 月 23 日说，乌克兰应重返与
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并本着睦邻原则发展与
俄罗斯的关系。同一天，俄德领导人、法德
领导人分别讨论了乌局势发展，强调要保持
该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乌克兰内务部 24 日宣布对亚努科维奇
政权镇压示威民众事立案调查，并通缉亚努
科维奇及其政权多名高官。索契冬奥会大
幕落下，俄罗斯方面接下来如何因应乌克兰
局势引发相关各方高度关注。

乌克兰代理内务部长阿瓦科夫 24 日
说，相关部门已将亚努科维奇政权“大规模
杀害”平民事件列为刑事案件调查，并对亚

努科维奇及其政权其他高级官员下达通缉
令。阿瓦科夫说，亚努科维奇 21 日从基辅
前往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后于 22 日乘直升
机抵达顿涅茨克，离境未遂后于当晚前往克
里米亚半岛，目前去向不明。

同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新闻局宣
布开始筹备定于 5 月 25 日提前举行的总统
选举，推举总统候选人以及竞选活动将自 2
月 25 日开始。在 22 日乌克兰政局突变中获
释的祖国党领导人、前总理季莫申科被认为
在总统选举中胜算较大。

索契冬奥会于 23 日落幕。国际社会关
注俄罗斯政府将对乌克兰局势作出何等反
应。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 23 日

警告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局势进行军事干预。
24 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索契接

受国际文传电讯社采访时质疑时下控制乌
克兰的权力机关是否具有合法性。他说，如
果那些带着面罩、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走上基辅街头的人能被视作政府，那么俄罗
斯将很难同这样的政府打交道。

梅德韦杰夫说，对俄方而言，23 日紧急
召回驻乌克兰大使磋商乌局势是“史无前
例”的举措，意味着俄方对乌克兰局势极为
不安，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邻居和非常重要的
伙伴，彼此无法分开。俄方将履行同乌克兰
签署的所有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

俄罗斯去年年底曾同意向乌克兰提供

一笔 150 亿美元贷款，但是随着乌局势恶
化，俄方冻结实施这一援助计划。乌克兰代
理财政部长科洛博夫 24 日说，乌财政部已
同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
就向乌方提供紧急财政援助问题进行了磋
商。乌方建议国际伙伴在一至两周内向乌
方提供贷款，并希望在今明两年获得总额约
350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4 日就乌克
兰局势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对乌克兰政局高
度关注，希望乌克兰有关各方继续在法律框
架内以和平方式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分歧，尽
早实现政局稳定，恢复社会秩序，尊重乌克
兰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作出的选择。

联合演习

美韩当天开始举行代号“关键决断”
和“秃鹫”的联合军演。

“关键决断”军演主要以计算机模拟
方式进行，为期两周，大约 1 万名韩军和
5200 名美军参加，其中大约 1100 名美军
来自韩国以外美军基地。

“秃鹫”军演以野外机动训练为主，涉
及地面、空军、海军、特种部队等行动，
7500 名美军参加，其中 5100 名来自韩国
以外。“秃鹫”军演将持续至 4 月 18 日。

按韩联社说法，相比去年，美军参加
“关键决断”军演人数增加，参加“秃鹫”军
演人数减少。原因在于，美国财政预算缩
减导致军事开支减少，只能“割爱”花销较
大的野外训练，转而加强耗费装备和物资
较少的计算机模拟军演。

韩军方面，由于部分兵力用于应对禽
流感疫情以及韩国东海岸严重积雪等灾
难救助方面，今年“秃鹫”军演的人数有所
减少。大约 20 万韩军参加了去年的“秃
鹫”军演。

保持“低调”

韩联社援引一名韩国官员的话报道，
考虑到眼下的朝韩离散亲属会面活动，军
演将以“低调”方式举行，不会动用战略轰

炸机、航空母舰等“高调”装备。
美国军方官员也作出了类似表态。
去年军演中，美国派出一艘核动力航

空母舰、F－22 型隐身战机和 B—52 型战
略轰炸机。军演引发朝鲜半岛高度紧张，
朝鲜先后宣布《朝鲜停战协定》无效、切断
韩朝热线电话等。

今年的美韩军演再次受到朝鲜方面
的严厉批评。朝方先前要求将军演推迟
到离散家属见面活动后，指认美国是执意
举行军演的“罪魁祸首”。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说，今年军

演规模与去年相似，属防御性质。“韩国和
美国将按计划举行‘关键决断’和‘秃鹫’，
日程和规模不会调整。”他说。

会面继续

韩美开始联合军演同一天，第二轮朝
韩离散家属见面活动继续在朝鲜金刚山
举行。

当天上午，参加本轮离散家属会面的
357 名韩方家属与 88 名朝方家属举行了
约两小时的“个人会面”。家属们定于晚

些时候参加集体会面活动。
韩国媒体认为，离散家属见面活动并

未因美韩军演而中断，表明朝方改善与韩
国关系的意愿。

朝韩第二轮离散家属会面 23 日开始，
定于 25 日结束。第一轮离散家属会面于
20 日至 22 日举行，其间 82 名韩方离散家
属及 58 名随行家属赴朝会面 178 名朝方
家属。这是朝韩继 2010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5 日举行第 18 次离散家属会面活动
之后再次举行离散家属会面。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
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4日介绍，
日前，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和
江苏省外办联合组织外国驻华记者
赴南京采访，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档案馆、拉贝
纪念馆及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记
者们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实施暴
行、毁尸灭迹的史料及有关档案原
件，采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她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
翼分子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大放厥

词，企图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
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胜于雄
辩。大量实证使日本右翼谬论不
攻自破。“正如不少外媒报道评论
所指出的，面对这么多有力史实，
如果日方仍试图抵赖，不思悔改，
不仅世人无法理解，也会使国际社
会对日本未来走向感到忧虑。”

华春莹强调，历史不可忘却。
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面
向未来。“日本何去何从，日方应该
认真思考。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都在关注。”

新华社专电 共同社 2 月 24
日援引一份当天解密的美国官方
档案报道，1972 年 3 月，美国拒绝
日本提出使用美国飞机飞越钓鱼
岛的方案。美国当时认为应当避
免在相关议题上被视为偏袒日本。

包括一封日期为 1972 年 3 月
15 日秘密电文在内的解密文件显
示，日本政府当时通知美方，日本
防卫厅防卫政务次官野吕恭一提
出派飞机搭载高官空中视察钓鱼
岛的建议，并暗示可能使用一架属
于美方的飞机。

文件显示，美国高级别官员拒
绝这一方案，理由是这一做法难以
瞒过公众，可能给日本和美国政府
带来麻烦。

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要求下属通知日方，表达美方立
场，即野吕的公开借口可能引发最
坏的结果。

迫于美方的反对，日本政府随
后告知美方，野吕无限期推迟飞行
计划。

共同社 24 日说：“虽然美国政
府宣称《日美安保条约》第 5 条适
用于钓鱼岛，但却对易被视为日美
联合行动的空中视察说‘不’，表明
美国希望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保持
中立，即使是对盟友日本也要保持
距离。”

就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
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去年 11
月4日在北京表示，钓鱼岛是中国的
固有领土，美国不是钓鱼岛争议当事
方，应恪守中立，不要选边站队。

据新华社2月 24日电 泰国
总理办公室 24 日说，迫于反政府
示威活动压力，总理英拉·西那瓦
已离开曼谷，暂住一处距首都大约
150 公里的地方，估计会在那里待
上几个星期。

总理办公室官员告诉媒体记
者，由于反政府示威活动期间不断
发生爆炸枪击等袭击事件，总理英
拉已离开曼谷，试图以这种做法缓
和曼谷的紧张局势，减少人员伤亡。

过去两天，反政府示威活动现
场接连发生暴力事件。位于中部

达叻府的反政府集会场地 22 日夜
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1 个小女孩
死亡，40 多人受伤。23 日晚，又有
一名女性和一对小兄妹在曼谷一
处集会地点遭炸弹袭击死亡。

总理办公室官员没有公开英
拉暂住的具体地点，以及打算在哪
里待多久，但表示英拉会在曼谷以
外地区“继续履行总理职责”。

泰国内阁每周二举行例行内
阁会议。外长素拉蓬 24 日回答追
问的媒体记者说，英拉会照常召开
本周的内阁会议。

新华社专电 朝韩离散家属
第二轮会面期间，朝方官员和记者
24 日表示，朝鲜正为参加韩国仁
川亚运会全部比赛项目做准备。

朝方工作人员、记者当天和韩
方记者在金刚山酒店共进午餐。
韩联社报道，朝方人员席间表示，
朝鲜正为仁川亚运会全部比赛项
目做准备。

按一名朝鲜官方媒体记者说
法，朝方正挑选有实力的男女选
手，将力争在仁川亚运会赢取奖
牌。

朝鲜中央通讯社上月报道，朝
鲜男足和女足将参加仁川亚运会
足球比赛，但未提及足球以外的其

他项目。
仁川亚运会定于 9 月 19 日至

10 月 4 日 在 首 尔 以 西 的 仁 川 举
行。韩方去年通过亚洲奥林匹克
理事会向朝方发出参赛邀请。亚
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有 45 个成员，
包括朝鲜。

韩国 2002 年举办釜山亚运会
时，朝鲜派出了 184 名运动员和超
过 100 名拉拉队员。

另外，离散家属会面朝方团
长、朝鲜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副委
员长李忠福就离散家属会面能否
实现定期化提问作答说，目前朝韩
关系氛围良好，离散家属会面定期
化事宜仍需进一步考虑。

新华社专电 现知最年长的
二战大屠杀幸存者艾丽斯·赫茨·
佐默的家人 23 日宣布，赫茨·佐默
当天在伦敦去世，享年 110 岁。

赫茨·佐默出生在布拉格，二
战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泰雷津
集中营度过两年时光，在那里，她
为狱友弹奏钢琴。

她的那段历程，被拍摄成纪录
短片《6 号屋的女人：音乐拯救生

命》。这部影片获得第 86届奥斯卡
提名，颁奖典礼定于 3月 2日举行。

赫茨·佐默 1903 年出生在布
拉格，儿时生活优越。但二战后她
被送入泰雷津集中营，生活完全转
变。她凭借弹琴的技艺，给狱友带
去些许愉悦。

泰雷津集中营在二战期间关
押 14 万犹太人，其中 33430 人未能
活着离开。

2 月 23 日，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市的天堂动物园，人们挥舞中国和比利时两国国旗，
欢迎大熊猫抵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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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军演虽“低调”仍进行
美国和韩国2月24日开

始两场联合军事演习。美韩

官员说，考虑到正在举行韩

朝离散亲属会面活动，演习

与去年相比将“低调”进行。

同一天，朝韩离散家属

见面活动继续在朝鲜举行。

2月 24日，韩国首尔，民众聚集在美国驻首尔使馆附近，抗议韩美“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演当日正式启动。
东方IC供图

首相亲自接机 民众夹道欢迎

比利时:我为熊猫狂

经 过 近 30 小 时 的 旅 程 ，大 熊 猫“ 星
徽”和“好好”于 23 日下午顺利抵达比利
时 布 吕 热 莱 特 市 的 天 堂 动 物 园 ，当 地 约
2000 名民众自发聚集在动物园迎接大熊
猫的到来。

除了投资 1000 万欧元（约合 8400 万元
人民币）的基础设施建设，天堂动物园为大
熊猫的日常生活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以
食物为例，园方开辟了 4 公顷（约合 4 万平
方米）的专属竹林，而且这些竹子的品种经
过精心挑选。在比利时的邻国荷兰、法国
和德国，可以找到数十种适合大熊猫食用
的竹子。

出于对大熊猫健康的考虑，动物园将特
地安排长达 20 余天的隔离适应期，其间公
众只能通过监视器观赏熊猫的日常行动。
动物园方面称大熊猫将于 4 月份正式亮相，
预计届时将迎来大量客流，园方已做好限制
每日客流量等预案。

从入住天堂动物园时起，大熊猫“星徽”
和“好好”将开启他们为期 15 年的旅比生
活。在此期间，中方科研人员将和天堂动物
园共同开展大熊猫科研项目，双方将在大熊
猫繁育、科研及公众教育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与交流。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23日电）

2月 23日，布鲁塞尔一扫连日的阴雨，晴空湛蓝。带着中国人民对比利
时人民美好情谊的大熊猫“星徽”和“好好”来到这里。它们将与诞生在比利
时的“丁丁”和“蓝精灵”一道，续写中比两国友好交往的佳话。 中午 12 时，装载着熊猫“好好”和“星

徽”的货运专机徐徐降落。飞机在跑道上滑
行时，两辆消防车朝空中相对喷出交叉水
柱，为专机架起一座水幕拱门——这是国际
航空界为贵客接风洗尘的最高礼仪！

专机停稳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比利时
首相迪吕波、副首相兼国防大臣德克雷姆、
副首相兼养老金大臣德克罗和中国驻比利

时大使廖力强等快步迎上前去。
整个欢迎仪式中，迪吕波终始不舍得放

下手里那只可爱的绒毛熊猫玩偶……
专机上一路照料“星徽”和“好好”的中

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汤纯香
告诉记者，整个飞行过程中，“星徽”、“好
好”状态良好，“吃得香，睡得好，一路未见
不适”。

状态良好 首相接机

“天堂”安家 4月亮相

2月 24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上，一名工
作人员展示搭载安卓系统的诺基亚定制版智能手机 Nokia XL（左）和
Nokia X。这是诺基亚首次推出搭载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