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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受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指
派，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于 3月 22 日在北京应约会见朝鲜
驻华大使李龙男。

李龙男转达了朝鲜劳动党总书

记金正恩致习近平总书记的口信，全
面通报朝鲜劳动党八大情况，高度评
价中国党和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领
导下，成功抗击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贫
困的斗争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金正恩表示，将朝中关系加强

发展为世所羡慕的关系，以友谊和
团结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是我
以及朝鲜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立
场。朝方坚信，朝中友好关系将按照
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意愿、
根本利益，得到升华发展。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致金

正恩总书记的口信。习近平再次祝
贺朝鲜劳动党八大召开，并表示，中
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两国人民
共同的宝贵财富。新形势下，我们愿
同朝鲜同志携手努力，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与

世纪疫情叠加作用，国际和地区形势
深刻演变。中方愿同朝方和有关方一
道，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为地区和平稳定与
发展繁荣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美国情报部门 16 日发布报
告， 指责俄罗斯在 2020 年美国总
统大选期间支持特朗普，对拜登竞
选团队进行打压。 拜登 17 日接受
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俄领导层
要为俄方企图干涉美国选举“付出
代价”。 在被问及是否认为普京是
“杀手”时，拜登给予肯定回答。

拜登这番言论引发俄方强硬

回应。 普京 18 日在谈到拜登的相
关言论时说：“我们总是在他人身
上看到自身品质， 并认为他和我
们是一类人。 ”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主席沃洛金表示，拜登的言
论侮辱了俄罗斯公民，“普京是我
们的总统， 攻击他就是攻击俄罗
斯”。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

示， 美国指责俄罗斯干涉 2020 年
美国总统大选是毫无根据、未经证
实的。他说，拜登的言论前所未有，
“非常糟糕”，这种言论对俄美关系
的影响“不言而喻”。

为评估俄美关系， 俄外交部
17 日宣布召回俄驻美大使安东诺
夫。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
俄方因俄美关系陷入僵局而召回

驻美大使，这在现代史上尚属“首
例”。 俄外长拉夫罗夫 19 日说，俄
方已对俄美关系复杂化做好准

备。

美国智库欧亚中心执行副主

席拉斯穆森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采访时说，拜登的言论是“非
常令人不安和危险的”。 他同时认
为，拜登这番话主要是说给美国公
众听的。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
主编卢基扬诺夫撰文认为，从拜登
的言论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内政问题继续主导美国
政府的工作日程。美国民主党过去

4 年来习惯于指责“俄罗斯干预美
国选举”， 现在仍试图以此巩固自
己的胜利成果。这一指责只是工具
或手段，而不是目的。

其次，拜登的言论凸显了国际
政治中一种越发常见的现象。这种
现象可以被形象地称为“口头上的
胜利”， 意思是言论和实际情况之
间的鸿沟可以大到没有边际。

卢基扬诺夫在接受新华社

采访时指出 ，拜登的言论在外交
和政治实践中是史无前例的 ，是
“无法忽视的人身侮辱和指责 ”，
此举显著加大了俄美两国进行

对话的难度 。 他认为 ，俄美外交
关系不会因此而破裂 ，但为了避
免美方产生 “什么事都可以做 ”
或“什么后果都不会有 ”的感觉 ，
俄方不能不对拜登的言论作出

明确反应。

俄外交部 17 日发表声明说，
近年来俄美关系陷入僵局，目前最
重要的是找到修正两国关系的方

法。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

究和预测研究所副所长达纽克认

为，拜登的言论表明美国无意发展
对俄关系。 在拜登发表这番言论
后，认为美俄关系将恢复或好转的
想法变得毫无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

研究所军事政治研究中心负责人

巴丘克认为，俄美关系预计将有 4
年“寒冷期”，但进一步降温不符合
美国的利益，比如彻底放弃核武器
监督制度， 彻底放弃与俄就疫情、
生态、 国际反恐等关键问题的对
话。

美国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

特列宁认为，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方
面应更加积极地摆脱美国中心主

义，因为今后一段时间，俄美之间
不会开展广泛的、 卓有成效的合
作。 与此同时，俄外交需要在其他
方向加大力度。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 21
日说，如果欧洲联盟阻止英国阿斯
利康制药公司的新冠疫苗出口至
其他国家和地区，欧盟声誉可能受
损，效果将“适得其反”。

华莱士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
道采访时说，围绕新冠疫苗生产，
如果“各自为政或筑起围墙”，将
同时损害英国和欧盟民众的利
益。
“如果违背合同和承诺……

将适得其反，”他说，“因为我们知
道，疫苗生产和制造需要合作完
成。”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

德莱恩 20日再次警告，如果阿斯
利康公司无法按照合同如数向欧
盟供应新冠疫苗，欧盟不排除将禁
止在欧盟地区生产的疫苗出口。
“这是向阿斯利康传递信息：先完
成与欧盟的合同，再交付其他国
家。”

冯德莱恩说，阿斯利康在合同
中承诺第一季度向欧盟交付 9000
万剂新冠疫苗，但迄今仅交付大约
30%。欧盟已正式致信阿斯利康表
达不满。

华莱士 21 日回应，“全世界
都在关注”欧盟如何应对新冠疫
苗交付不足问题；如果阻止阿斯利
康疫苗出口，欧盟声誉可能受损，
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

法新社报道，欧盟与英国围绕
新冠疫苗发生龃龉之时，正值英国
疫苗接种推进顺利，全国超过半数
成年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与
此同时，欧盟的疫苗接种则推进缓
慢，一些国家正面临第三波疫情来
袭，可能再度收紧防疫措施。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盟人
士告诉法新社，欧盟“只是想让其
与阿斯利康的合同得到尊重”，阿
斯利康目前交付的疫苗数量低于
2021 年计划交付数量的 10%，要
求阿斯利康按计划向欧盟交付疫
苗“正常”。

阿斯利康公司多次说，位于欧
盟的工厂疫苗生产延误，导致供应
欧盟的疫苗不足。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口信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国际观察]

俄驻美大使奉召回国
两国关系难走出寒冬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 21 日奉召返回莫斯科，以便
同俄国内有关部门讨论俄美关系发展前景。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开指责俄总统普京后，

两国新一轮外交斗争持续发酵。虽然双方尚不至于彻底决裂，但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俄一系列强硬言行预示着，俄美关系今后 4
年可能仍将持续处于“寒冷期”。

欧盟欲阻疫苗出口,英国说将适得其反

中国援助尼日尔新冠疫苗运抵尼亚美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政府援助尼日尔政府的
新冠疫苗 21 日运抵尼首都尼亚
美。尼总统伊素福、总理拉菲尼、
代理公共卫生部长博托及中国驻
尼大使张立军等出席在机场举行
的交接仪式。
伊素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他代表尼日尔政府和人
民由衷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
无私援助。此前，尼政府向多个
国家和国际伙伴提出疫苗需
求，而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响应

并向尼提供疫苗的国家，这是
尼中合作紧密、高效、富有活力
的又一例证。他说，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疫苗有利于缩小目前存
在的免疫“鸿沟”，希望更多国
家获得疫苗，携手共同战胜疫
情。尼将尽快启动疫苗接种行
动，并优先为尼高危和弱势群
体接种。
博托在致辞中感谢疫情暴发

以来中国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
向尼提供的大量抗疫援助。他说，
此次中方再次向尼施以援手，迅
速提供新冠疫苗，体现了两国之

间的友好情谊。
张立军在致辞时说，中国政

府克服疫苗产能有限和自身需
求巨大的困难，做出向尼提供新
冠疫苗援助的决定，这充分体现
了中尼两国守望相助的深厚情
谊。相信这批疫苗将有助于尼方
战胜疫情，守护尼人民健康安
全。
另据尼日尔公共卫生部 21

日发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尼日尔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4918 例，累
计死亡 185 例，累计治愈 4538
例。

3月 21 日，装载中国援助尼日尔新冠疫苗的飞机抵达尼亚美国际机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