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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婕（新华社专特稿）

委内瑞拉政府 16 日宣布，中

止原定 17 日与反对派在墨西哥举

行的对话，以示对美国“粗暴侵犯”

一名委内瑞拉代表的抗议。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上述决定前

数小时，其委任的代表亚历克斯 ·萨

博在非洲国家佛得角被送上美国司

法部派出的飞机，引渡至美国受审。

在挪威政府斡旋下，委内瑞拉

政府与反对派今年 8 月开始在墨

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对话，以期解决

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对话持续数

轮，原定 17日继续。

委内瑞拉政府代表团团长、议

会主席豪尔赫 ·罗德里格斯 16 日

站在一块印有“释放亚历克斯 ·萨

博”字样的背景板前召开记者会，

宣布中止对话的决定，并表示这一

决定是就美国“粗暴侵犯”萨博表

达“最深切抗议”。

据法新社报道，萨博拥有哥伦

比亚和委内瑞拉双重国籍，受美国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政府制裁，

2019 年 7 月被美国司法部以洗钱

等罪名起诉，2020 年 6月前往伊朗

途中经停佛得角时被捕。

委内瑞拉政府宣称，萨博当时

受委政府委托，以外交人员身份前

往伊朗，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委内瑞

拉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对萨博的起

诉，斥之为意在推动委内瑞拉政权

更迭的阴谋。

萨博的律师团队以《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为依据，试图阻止将

他引渡至美国，但佛得角法院今年

9月驳回上诉，批准引渡。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盯上萨博

多年，认为他掌握关联委内瑞拉总

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的 “大量秘

密”。特朗普政府把引渡萨博视为

“优先事项”，一度派出美国海军舰

艇赴佛得角“压阵”。

萨博的律师曼努埃尔 ·平托 ·蒙

泰罗 16 日说，萨博案在佛得角的

法律程序并未完成，此时启动引渡

的做法“不合法”。

委内瑞拉政府当天发表声明

说，引渡萨博是美国政府与佛得角

有关部门串通的“绑架”行为，“严

重侵犯了一名委内瑞拉公民、外交

人员和我国在世界的代表的人权”。

马杜罗在 2018 年 5 月举行的

总统选举中赢得连任。美国不承认

这次选举结果，扶持自封“临时总

统”的议会主席胡安 ·瓜伊多。瓜伊

多在美方支持下动作不断，然而种

种夺权尝试均未成功。

特朗普政府对亲马杜罗的个人

和企业实施制裁。美国现任总统约

瑟夫 ·拜登上台后没有解除制裁，继

续支持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委

内瑞拉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制裁严重

损害委国内经济。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搭载俄罗斯一名宇航员和两名

电影工作者的俄“联盟”号载人飞

船 17 日返回地球。两名电影工作

者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 12 天，拍

摄一部太空题材电影。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莫

斯科时间 17日 7时 35 分（北京时

间 17 日 12 时 35 分），演员尤利

娅 ·佩列西尔德、导演克利姆 ·希彭

科和宇航员奥列格 ·诺维茨基乘坐

的“联盟MS-18”号飞船经过 3

个多小时飞行后，在哈萨克斯坦着

陆。

“着陆了! 欢迎回家！”俄罗斯

航天局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并

对着陆过程直播，称三人感觉良好。

本月 5 日，现年 37 岁的佩列

西尔德和 38 岁的希彭科由俄宇航

员安东 ·什卡普列罗夫护送，一同搭

乘“联盟 MS-19”号飞船飞往太

空，进入国际空间站。

两名电影工作者此行是为了拍

摄故事片《挑战》。影片大部分剧情

和预算尚未公开。媒体报道，影片讲

述由佩列西尔德扮演的外科医生赶

到空间站，拯救一名急需手术的宇

航员。

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俄宇

航员为电影摄制提供帮助。据美联

社报道，在空间站已经生活了 6 个

多月的诺维茨基扮演生病的宇航

员。什卡普列罗夫等其他宇航员也

在影片中客串。

历时 12 天的拍摄结束后，两

人由诺维茨基护送返回地球，什卡

普列罗夫则继续留在空间站执行任

务。影片联合制片人康斯坦丁 ·恩斯

特告诉法新社记者，电影摄制组会

记录飞船着陆过程，计划用到影片

中。

依照俄罗斯方面说法，这是电

影史上首次有专业演员在太空拍

片。

此次太空之行遭遇波折。搭载

三人飞往太空的载人飞船 5日在与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黎明”

号小型试验舱对接时，自动对接系

统出现故障。根据地面飞行控制中

心指令，什卡普列罗夫手动完成对

接，三人进入空间站的时间比原先

预计的晚了近一小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名发言

人告诉俄罗斯塔斯社，俄飞行控制

人员 15 日对准备运送摄制组返回

地球的飞船测试时，飞船推进器意

外启动，导致空间站运行不稳定，情

况持续约 30 分钟，但返程按计划

执行。

一些批评人士说，飞往太空拍

摄电影耗资高昂，这些费用原本可

以更好地用于研究。

俄航天局则表示，拍摄这部电

影旨在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航天领

域。

据新华社报道

多名消息人士 16 日对美国

媒体披露，一群美国传教士及其

亲属共 17 人当天在海地首都太

子港遭绑架，包括数名儿童。

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宗教团体

说，与该团体有关的多名成年男

女和儿童离开太子港一家孤儿院

后遭武装团伙劫持，该团体正与

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合作，商讨如

何解救人质。

海地安全部队一名消息人士

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遭绑

架人员包括 14 名成年人和 3 名

未成年人。

美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发送

给媒体的电子邮件中说，已经了解

相关报道。他没有披露更多信息。

法新社报道，武装团伙多年

来一直控制着太子港最贫困地

区，现在控制范围已经扩大到首

都其他地区及周边。

海地今年绑架事件持续增

长。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事处上

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 8

个月，海地警方接到 328 人遭绑

架的报警，已经远超去年全年的

234 人。

报告说，政治动荡、帮派暴力

活动激增和社会经济状况恶化，

都加剧海地人道局势恶化。

新华社新德里 10 月 16 日电

据印度媒体 16 日报道，印

度南部喀拉拉邦近日持续遭暴

雨袭击，多地发生洪水和山体滑

坡，造成至少 10人死亡。

报道说，该邦戈德亚姆、帕

塔南蒂塔和伊杜基地区受灾最

严重，暴雨导致道路被淹，多地

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

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多人失

踪。

气象部门预测，该邦 17 日

仍将遭遇暴雨，其中 5 个地区已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7 个地区发

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政府呼吁

民众保持警惕，按政府指示做好

防灾准备。

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皮纳拉

伊 ·维贾扬表示，政府已在受灾

地区设立救济营地，并正在监测

邦内所有水坝的水位。

印度军队、国家灾害应急部

队等组成的救援力量正在灾区

开展救援行动，至少 5000 个家

庭被转移至各地救济营地。

据新华社报道 10 月 16 日，美国航天局“露西”号太空探测器搭乘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宇宙神 5”型

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开启为期 12 年的太空旅程，将首次探索在木星轨道

内运行的特洛伊小行星群。

抗议美国侵犯

委内瑞拉政府中止与反对派对话

 [图说世界]

俄罗斯太空电影拍摄组返回地球
在国际空间站停留 12天，拍摄一部太空题材电影

美“露西”号开启 12年太空旅程
首探木星特洛伊小行星群

●

17名美国人在海地遭绑架
包括 3名未成年人

印度南部持续遭暴雨袭击
多地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

10月 16 日，居民清理家中的积水。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