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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 2 月 24 日电（记者程大雨
江亚平）据朝中社 24 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23 日下午已乘坐专列离开平
壤，启程参加即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

报道说，为参加 2 月 27 日至 28 日在越
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和会谈，
金正恩于 23 日下午乘专列离开平壤。这是朝
鲜媒体首次公开此次会晤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报道还表示，此次陪同金正恩出访的包

括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李洙
墉、外务相李勇浩、人民武力相努光铁、
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与正、外务省副相崔
善姬等。

此外，朝中社当天还报道了金正恩将

访问越南的消息。报道说，应越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邀请，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将对越
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朝越两
国最高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和会谈。

□新华社记者徐烨 王瑛 高春雨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党领袖瓜伊多
23 日试图从哥伦比亚和巴西边境向委境内
强行运送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物
资并未通过委军方把守的边境线。当天委国
内发生的抗议活动也基本得到控制。

分析人士指出， 23 日是瓜伊多为“援
助”物资进入委境内设定的最后期限，委总
统马杜罗领导的政府顶住多方压力未让瓜伊
多实现目的，赢得了“关键日”较量的胜
利。但未来委反对党与外部势力很可能加紧
对委政府施压，委局势仍将复杂。

政府挫败“闯关”图谋

瓜伊多 1 月 23 日宣布自己为委“临时
总统”，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随即对他表示
支持。为逼迫马杜罗下台，美国一方面不断
加大对委制裁，恶化委经济形势，一方面提
供“援助”，并不断施压要求委政府接受。
委政府予以拒绝并指责美方“援助”是为军
事干预做准备。“援助”问题成为当前委局
势的一个焦点。

围绕“援助”物资入境， 23 日委内瑞
拉与哥伦比亚及巴西边境多个地区发生冲突
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为连接委哥边境的西
蒙·玻利瓦尔国际大桥以及桑坦德大桥附
近。为使“援助”物资进入委境内，部分当
地居民和反对党支持者设置路障、焚烧车
辆，并向驻守大桥的军警投掷石块。委军警
则主要使用盾牌防御并用催泪瓦斯驱散人
群。冲突中，一辆载有“援助”物资的卡车
被引燃，反对派与政府互指是对方所为。

在委巴边境，当天也有两辆载有“援
助”物资的货车试图进入委境内，但同样无
法通过军队驻守点。两辆货车最终于当天下
午主动折返。

哥伦比亚方面 23 日晚宣布，当天运出
的“援助”物资已被运返哥边境城市库库塔
的储存中心。

瓜伊多当天多次通过社交网络推特账户
宣布，“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顺利从巴西
和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境内，但随后不少国
际和当地媒体都对此辟谣，指出委军队没有
放任何物资入境，瓜伊多所说不实。

此外，委反对党支持者当天在首都加拉
加斯和全国多个城市举行游行活动，要求政
府对“援助”物资放行。作为回应，执政党
支持者也在加拉加斯市中心举行游行活动，
拒绝外部干涉。虽然双方游行人员数量众
多，但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

分析人士认为，马杜罗政府在多方施
压下表现克制，委军队在高压考验下表现
出良好的忠诚度、素质和纪律，不但成功
阻止了反对派的“闯关”图谋，也没有发
生特别重大的人员伤亡。

委政治分析家德尔加罗认为，马杜罗
目前暂时稳住了局势，瓜伊多则被自己发
布的虚假消息“打脸”，而且没有实现此
前许下的让“援助”物资 23 日入境的承
诺，其形象将受到一定负面影响。

双方较量将持续

在应对边境“闯关”图谋和国内反对
派示威的同时，委政府也表达了将继续斗
争下去的决心。马杜罗当天在执政党支持
者的集会活动上严厉谴责反对派和外部势
力煽动策划骚乱，并强调他会继续执政
“许多年”，继续为委内瑞拉实现独立自
主而战斗。他还谴责哥伦比亚协助美国对
委干涉，并宣布与哥断交。

委外交部长阿雷亚萨当天在个人推特
账户上指责美国和哥伦比亚的行为严重违
反《联合国宪章》，表示委方将通过联合
国进行回应。

另一方面，瓜伊多和美国方面面对
“援助”物资的“闯关”失败，加大了对
马杜罗政府的指责和威胁。

瓜伊多 23 日晚在库库塔发表声明，
指责马杜罗政府“滥用权力”并用暴力手
段阻拦“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入境和焚烧
装有物资的车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也通过社交媒体指责马杜罗
政府使用暴力，博尔顿还要求委军方尽快
选择“民主道路”。

美国副总统彭斯定于 25 日赴哥伦比
亚首都波哥大，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利马集
团会议。利马集团由 13 个拉丁美洲国家
和加拿大组成，部分成员国支持瓜伊多。
瓜伊多在声明中称，他将出席利马集团会
议并与彭斯会晤商讨下一步行动。他还向
国际社会呼吁，应“使用所有选项”来
“解放”委内瑞拉。

委政治分析家斯特林认为，近期美国
和利马集团很可能继续扩大对委制裁和采
取更强硬措施，马杜罗政府仍面临相当大
的外部压力。不过，目前巴西对委态度谨
慎，欧盟也在委同意通过联合国机制接受
欧盟人道主义技术援助后不再加紧施压，
马杜罗政府的外部环境与之前相比稍有改
善。

（参与记者：倪瑞捷）
（新华社加拉加斯 2 月 23 日电）

新华社加拉加斯 2 月 23 日电（记者王瑛 徐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 23 日宣布，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断绝外交和政治关系。他要求哥伦比
亚驻委内瑞拉外交人员 24 小时内离境。

马杜罗当天下午在一场执政党支持者的集会活动上宣布了这一决定。
马杜罗对参加集会的数千名支持者说：“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我再

也不能忍受哥伦比亚利用自己的领土来支持外部势力对委内瑞拉攻击的行
为。”

1 月 23 日，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要
求委内瑞拉重新举行大选。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随即对瓜伊多表示支持。
此后，美国向哥伦比亚东北部边境城市库库塔运送数百吨物资，并不断施
压要求委内瑞拉 2 月 23 日前接受这些“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
拒绝接受并要求美国取消对委制裁，同时指责美方的“人道主义援助”是
为军事干预做准备。

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 22 日晚宣布，由于哥伦比亚方面持续对
委内瑞拉和平进行非法威胁，委政府决定暂时关闭委哥边界的西蒙·玻利
瓦尔国际大桥、桑坦德大桥和联合大桥。

据报道，瓜伊多 23 日宣布正式启动从哥伦比亚边境向委内瑞拉境内
运送援助物资。随后，委内瑞拉边境多个地区发生冲突事件，造成数十人
受伤。 （参与记者：高春雨）

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23 日电（记者谭晶
晶）美国航天局 23 日公布了“新视野”号
探测器发回的一组图片，揭开了人类迄今探
测的最遥远太阳系天体——— “天涯海角”的
地貌特征。

新年第一天，“新视野”号以约 5 万
公里的时速从距“天涯海角”仅 3500 公里
处飞过，完成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的一次星
际“邂逅”。

这些最新图像是“新视野”号上的远程
侦察成像仪拍摄的，摄于“新视野”号飞越
“天涯海角”前的 6 分半钟。图像的分辨
率为 33 米，这是“新视野”号迄今传回的
像素最高的照片。

这些高分辨率的照片展示了“天涯海
角”许多地表特征，比如发现一些明亮而神
秘的圆形区域，在晨昏线附近有一些暗的小
深坑。任务团队正在研究这些地貌的成因。

任务团队表示，这些照片的空间分辨
率高，视角独特，有助于研究“天涯海
角”的地表特征以及起源和演变。

“新视野”号项目首席科学家艾伦·
斯特恩说，拍摄这些照片需要精确定位
“新视野”号和“天涯海角”的位置，因
为它们以极高速度擦肩而过，相互位置每
刻都在发生变化。这比 2015 年“新视
野”号飞越冥王星时更难观测。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边缘柯伊伯
带，距太阳大约 65 亿公里，比冥王星还
远约 16 亿公里。柯伊伯带被认为隐藏着
大量冰冻岩石小天体，它们可能还完好保
存着太阳系刚刚形成时的信息。

“新视野”号探测器于 2006 年 1 月
发射升空，旨在实现人类首次对冥王星等
柯伊伯带天体的探测任务，寻找有关太阳
系起源和演化的线索。

新华社喀布尔 2 月 24 日电（记
者陈鑫 邹德路）联合国阿富汗援助
团 24 日发布报告说，阿富汗 2018
年共有 10993 名平民在武装冲突中
伤亡，其中 3804 人死亡， 7189 人
受伤，死者包括 927 名儿童。

报告称，这一伤亡数字超出了以
往任何年份，儿童死亡人数也创下新
高。

报告将大部分平民伤亡归咎于反
政府武装发动的袭击，其中 37% 平

民伤亡由反政府武装塔利班造成，
20% 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
“呼罗珊省”造成，还有 6% 由其他
反政府武装造成。

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事务特别
代表山本忠通表示：“这份报告的
研究结果显示，阿富汗平民所遭受
的伤害和苦难令人深感不安，完全
无法接受。各方需要立即采取额外
的坚实措施，阻止平民伤亡人数进
一步增加。”

新华社天津 2 月 24 日电（记者丁文娴 张泽伟） 2018-
2019 赛季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总决赛 24 日在天津收
官。吉林体育学院万达长白山代表队的张楚桐夺得女子 1000
米冠军，男子 1000 米冠军归属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
心的任浩博。

在女子 1000 米决赛中，先后有两人摔出赛道，张楚桐凭
借最后一圈的内道超越率先冲过终点，以 1 分 33 秒 175 的成
绩夺魁，继昨日的 1500 米后再添一金。牡丹江市的罗淋匀和
邢爱琳分获第二、三名。

“挺满意”是张楚桐对自己的评价。“每一次比赛都能找
到自己的不足，训练的时候再努力去练，每次都会发现有一点
进步。”不久前张楚桐在世界杯德国站收获了一枚 1000 米铜
牌。被问及参加世界杯的感受， 15 岁的她笑着说：“我就是
个小孩儿，没想那么多，就是打一轮拼一轮。”

在男子 1000 米的较量中，起初是一片混战，多名运动员
交替领先，任浩博最后突出重围，牡丹江市的邴泽凯多次试图
超越未果。最终，任浩博以 1 分 31 秒 047 夺冠，继昨日的一
银一铜后终于夺金，邴泽凯和队友刘凯分获亚军和季军。

赛后任浩博说，还是打得不够自信，因为对前一日的表现
不是很满意，所以今天要更主动一些。战满五站联赛的他表
示，通过与国内顶尖选手较量，感觉增加了经验，提升了实
力。

在三项接力比赛中，牡丹江市夺得男女混合 2000 米接力
冠军，八一南昌、牡丹江、青岛仁洲联队获得女子 3000 米接
力冠军，吉冰中心、云南、长市校、吉林保障联队名列男子
5000 米接力第一名。

至此， 2018-2019 赛季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全部结
束。赛事包括长春、哈尔滨、青岛、北京四个分站赛以及此次
在天津的总决赛。

短道速滑精英联赛

总决赛收官
张楚桐再摘金

朝中社说金正恩启程参加
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委政府赢得“关键日”较量 反对势力或加紧施压
■国际观察

委内瑞拉宣布与哥伦比亚断交

 2 月 23 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马杜罗(中)在一场执政
党支持者的集会活动上讲话。 新华社发(委内瑞拉总统府供图)

美“新视野”号传回高清照片 展示“天涯海角”地貌

【新华社微特稿】印度北部阿萨姆邦私酿
酒中毒事件致死人数上升，超过 100 人。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网站 24 日报道，这一
事件中 120 人死亡，超过 350 人在医院接受
救治；美联社同一天以警方和医疗部门官员为
消息源报道，至少 150 人死亡，大约 200 人
接受救治。

这次事件 21 日晚发生在阿萨姆邦戈拉卡
德和焦尔哈德两个地区，多数受害人是茶叶种
植园工人，饮用含有有毒物质甲醇的私酿酒中
毒。

警方逮捕 14 名嫌疑人，正在追捕更多
人。

这是印度近年来最严重的饮用私酿酒死亡
事件之一，且距离上一起同类事件时间不足两
周。本月上旬，北方邦和北阿肯德邦大约 100
人因饮用私酿酒中毒死亡。

美联社报道，这类事件在印度时有发生，
原因是低收入群体买不起合法生产的正规酒
类；私酿酒价格低廉，通常酒劲强。印度国家
犯罪记录局数据显示，印度每年平均 1000 人
因饮用私酿劣质酒死亡。 （惠晓霜）

印度阿萨姆邦私酿酒中毒事件

致死超百人

联合国报告说阿富汗去年

武装冲突致平民伤亡过万人

新华社福州 2 月 24 日电(记者刘旸)在 2019 年举重世界
杯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第二个比赛日中，中国选手陈
桂明打破女子 59 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获得该级别挺举和总
成绩冠军，李大银横扫男子 81 公斤级三项冠军，并打破该级
别总成绩世界纪录。

2018 年举重世锦赛女子 59 公斤级总成绩银牌得主、25
岁的陈桂明在当日抓举比赛首次试举中成功举起 98 公斤，但
随后两次挑战 102 公斤失利，位居抓举第二名。在挺举比赛中，
她三次试举分别成功举起了 127 公斤、132 公斤和 136 公斤，
其中第三次试举将她自己保持的挺举世界纪录提高了 2 公斤。

虽然打破了纪录，但陈桂明对自己表现并不是十分满意。
“抓举方面还有很多欠缺，感觉没到位，自信心不够，成功率
不高。挺举是我的强项，第三把直接提高 4 公斤，要了
136 ，之前我举起过这个重量，所以没有太大压力，也不意
外。挺举我应该还有继续破纪录的空间。”

在男子 81 公斤级比赛中，去年举重世锦赛该级别总成绩
季军得主李大银以绝对优势收获抓举(171 公斤)、挺举(204 公
斤)和总成绩(375 公斤)三项冠军，并将该级别总成绩世界纪录
提高了 1 公斤。 23 岁的江滨获得抓举亚军，挺举和总成绩均
位列第四。

李大银赛后很兴奋：“最近状态好，今天做动作比较顺畅。我
自己特别期待能够所有试举全部成功，但抓举有一次没起来，有
些遗憾，但后面没犹豫，第三把直接把重量加上去也成了。”

女子 55 公斤级冠军争夺在两位中国选手间展开。在去年
举重世锦赛上取得同级别总成绩第三名的 26 岁选手黎雅君和
全运会 53 公斤级总成绩冠军、24 岁的廖秋云分别在第一次和
第二次抓举试举中举起 96 公斤的重量。根据国际举联规定，较
早举起该重量的黎雅君获得冠军。在挺举比赛中，廖秋云以 125
公斤力压黎雅君的 119 公斤，收获了挺举和总成绩冠军。

男子 73 公斤级金牌的主要竞争者也是两位中国选手。首
次参加国际大赛的 21 岁小将韦胤廷以抓举 162 公斤、挺举
189 公斤和总成绩 351 公斤包揽了三项冠军。 24 岁的袁程飞
以 151 公斤的抓举成绩位列第三，他挺举举起 188 公斤，最
终收获挺举和总成绩的亚军。

举重世界杯：陈桂明、李大银

破世界纪录夺冠

▲ 2 月 24 日，彭程(左)/金杨在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

当日，在吉林长春举行的 2018/2019 年度全国花样滑冰
冠军赛双人滑项目中，彭程(哈尔滨市冬季运动项目训练中心)/
金杨(北京市体育局)组合以 229.63 分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许畅 摄

花样滑冰全国冠军赛：

彭程/金杨夺得双人滑冠军

▲ 2 月 24 日，任浩博(前)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李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