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25日发布公告
称，由于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扎波
罗热热电厂核心区发生火灾，连接核电站
和乌克兰国家电网的最后一条输电线被中
断两小时。此前，另外三条输电线已在之前
的炮击中损毁。这次事故导致核电站历史
上首次与乌克兰国家电网完全脱离。

俄新社援引扎波罗热地方政府消息
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炮击引发火灾，导致
电源线短路跳闸，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台
机组与电网连接中断。在火灾被扑灭后，核
电站一个机组被重新连接到电网。目前，扎
波罗热地区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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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十来天，美国得克萨斯州尤瓦
尔迪市的学区就将迎来新学期。学区内
罗布小学3个月前发生的枪击惨案阴影
未消，家长们心有余悸，许多人并不放心
把孩子再次送进校园。

尽管学区警长因应对枪击决策不
当、行动迟缓被撤职，但这起造成19名学
生和两名教师遇害的惨剧大大破坏了民
众对美国执法部门的信任。

心有余悸

马里奥·希门尼斯就是忧心忡忡的
家长之一。他10岁的儿子是那场悲剧的
亲历者，班上老师埃尔莎·阿维拉被枪手
射中受伤。

“他向她（老师）直奔而去，抱住她
哭，因为知道她没事了，”希门尼斯向美
联社描述儿子在枪击事件结束后的反
应，“他每天都在问其他人好不好，尽管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很糟糕。”

事发一个多星期后，尤瓦尔迪学区董
事会决定永久关闭罗布小学校园、另寻新
址，原因是有家长反映枪击惨案让学生受
到心理创伤，惧怕重回校园。学区已决定
拆除罗布小学原校舍并筹资新建新校园，
该校学生暂时转至附近学校就读。

希门尼斯最终决定让孩子留在尤瓦
尔迪市学区上学，但他在新学期让孩子
随身带智能手机，便于随时追踪孩子位
置，孩子一旦遇险也能打求救电话。

尤瓦尔迪学区定于9月6日开学。伦
尼·加尔萨是尤瓦尔迪县政务委员会成
员，他的5个孙辈将回校上课，其中三个
在公立校，两个就读一家私立学校。加尔
萨注意到，不少家长在犹豫该不该让孩

子转学。他说，许多家长准备把孩子转入
当地私立学校。

远程教学也是一种选择。但得州在
新冠疫情期间通过的一项法律限定了居
家上课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学区学生
总数的10%，除非获批得到特殊待遇。得
州教育部门信息显示，尤瓦尔迪市学区
还未提出豁免申请。

信任破裂

枪击案后，尤瓦尔迪市学区升级了
学校安保措施，各座校园安装更高的栅
栏、更多的监控摄像头，州警也增派30多
人承担校园警备任务。

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让家长安心，
因为枪手在罗布小学行凶时，90 多名州
警在现场，大多全副武装，却足足拖延了
一个多小时才发起突击解救行动。

“他们（州警）那天就在学校里，却什
么都没做。所以，我不知道（增派警力）能
带来多少安慰。”遇害学生的家长金伯
莉·鲁比奥说。

尽管警方在枪击事件中的表现广受
诟病，尤瓦尔迪市学区董事会直至本月
24 日才表决通过对学区警长皮特·阿雷
东多的撤职决定。在学区董事会做出决
定前，当地居民和受害学生家长不断抗
议施压。在一次气氛紧张的学区董事会
会议上，抗议者现场打
出标语：“如果不能尽
职，就交出警徽。”

罗布小学惨案是美
国 10 年来致死人数最
多的校园枪击事件之
一。当时在现场的执法
人 员 将 近 400 人 ，却

“等”在校门外和枪手行
凶的教室外，迟迟不发
起营救，让枪手有机会
伤害更多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时被困教室的学生
狂打报警电话，负责现
场行动指挥的阿雷东
多却没有随身携带警
方通信设备，没接到报
警信息，而且错误判断
枪手当时已被“围困”、
失去继续行凶能力，因
而迟迟不指示手下破

门突击。
得州众议院7月发布调查报告，指出

这场悲剧缘于“极差的决策”、执法人员
未按照训练行事、“把自己的安全置于无
辜受害者生命之上”，暴露出执法部门

“系统性失败”。
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说，需追究

各层级责任，对阿雷东多撤职只是“追责
的第一步”。

当地居民唐娜·托雷斯一直在学区
董事会和市政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对警方
追责。“每一个身在现场却没行动的警
察，我们都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她说。

据新华社

美军再次在叙利亚发动空袭

美国官员 25 日说，美军在叙利亚东北部
代尔祖尔省对武装人员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
23日以来美军第三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日以一名不愿公
开身份的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空袭发生在
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以报复两座美军基地
24日遭火箭弹袭击。

按照这名官员的说法，空袭目标是武装人
员阵地和火箭弹发射装置，多名武装人员在空
袭中死亡。

美军中央司令部 25 日发表声明说，为报
复美军基地遇袭，“过去24小时”，美军在叙利
亚东北部打击“关联伊朗”的武装人员，动用多
架AH-64型武装直升机、AC-130型对地攻击
机和M777榴弹炮，打死4名武装人员，摧毁7
部火箭弹发射装置。

24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叙东北部两座美
军基地当天先后遭火箭弹袭击，三名美军人员
受轻伤。美军随后出动多架攻击直升机还击，摧
毁对方用于发射火箭弹的三辆汽车及发射装
置，初步评估认为两至三名武装人员死亡。

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按照美国总统约
瑟夫·拜登命令，美军当天空袭代尔祖尔省“隶
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组织设施，作
为对驻叙美军15日受到无人机袭击的报复。

美国未经叙利亚政府允许，以打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和“保护油田”为名，在叙利亚南
部和东北部驻有军队。叙利亚政府指责美国驻
军侵犯叙利亚主权、非法占领叙领土，且频繁
盗采叙石油、抢夺小麦等粮食。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 24 日
说，美军在代尔祖尔省发动的空袭目标是“反
对占领的民众团体”，这些团体与伊朗没有任
何关联。他谴责美军空袭是“侵略行径”和“恐
怖主义行为”。

卡纳尼说，美军在叙利亚继续驻扎违反国际
法，侵犯叙利亚主权，“必须立即离开叙利亚，停
止掠夺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和粮食”。据新华社

113.4厘米！
英国一男子种出世界最长黄瓜

英国汉普郡南安普敦一名男子种出一根
长113.4厘米的黄瓜。日前经吉尼斯世界纪录
工作人员认证，这根黄瓜成为世界最长黄瓜。

男子名为塞巴斯蒂安·苏斯基，出生在波
兰，现居南安普敦，爱好园艺。据吉尼斯世界纪
录网站24日报道，黄瓜种在大棚里，由塞巴斯
蒂安和妻子雷娜塔共同照料，其长度由英国全
国蔬菜协会的评委于本月 20 日测得，比先前
纪录多6.4厘米。

塞巴斯蒂安在雷娜塔帮助下，7年前开始
挑战种植“大号”蔬菜瓜果，曾拿到过多个英国
国内纪录，但从没想过有朝一日挑战吉尼斯世
界纪录。他说：“种植超长黄瓜是个有风险的事
儿……黄瓜可能长着长着就腐烂了。”

因采摘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塞巴斯蒂安
估计黄瓜还能保存10至12天。

种植过程中，塞巴斯蒂安因病住院一周，
多亏妻子帮忙照料黄瓜，才最终收获这一世界
纪录。 据新华社

阿尔及利亚与法国领导人
同意修复两国关系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25日与到访的法国
总统马克龙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会
谈，双方同意修复两国关系，开启合作新篇章。

特本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与马克龙的会
谈是“建设性的”，双方同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
基础上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他说，马克龙对阿
尔及利亚的访问令人鼓舞，促使两国全面评估合
作水平，勾画出双方伙伴关系的广阔前景。

特本说，除历史问题外，他还与马克龙讨
论了两国间技术与经济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
地区和国际问题。

马克龙表示，双方同意开启合作新篇章。
他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存在复杂而痛苦的历
史记忆，但双方有“开创未来的责任”。他宣布
成立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研究与殖民历史相
关的档案。

马克龙 25 日抵达阿尔及尔，开启对阿尔
及利亚为期3天的访问。他当天还前往无名烈
士纪念碑献花并默哀一分钟。

1830 年，阿尔及利亚遭法国武装入侵，
1905年全境沦为法国殖民地。1954年11月，阿
民族解放军举行武装起义。1962年7月3日，阿
正式宣布独立。

去年9月，因法国宣布减少阿尔及利亚人
赴法签证数量以及马克龙对阿政治制度发表批
评言论，两国关系恶化。阿随后召回驻法大使磋
商相关问题，同时禁止法军用飞机飞越其领空。

今年初以来，两国关系有所缓和，阿尔及
利亚驻法大使返回巴黎。上月，马克龙就阿尔
及利亚独立60周年向特本致贺电。 据新华社

虽然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
在持续，但欧洲已经疲态尽显。关于俄
乌这场“拉锯战”何时结束，乌克兰方
面近来多次提到“冬季”这一时间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频出席七
国集团峰会时公开表示，希望在今年
冬天开始之前结束与俄罗斯的军事冲
突；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也说，
乌克兰必须在冬季前获胜，否则俄军
将有更多时间巩固战场形势，乌军的
反击将更加困难。

目前局势如何？战争会在冬季结束
吗？俄乌冲突将如何收场？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
员尚月做出解读。

战势胶着，才在战场外做文章

近期俄乌冲突紧张加剧，先有炮击
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引发的核事故担
忧，又有克里米亚发生的数起爆炸、无人
机袭击俄黑海舰队总部、俄罗斯社会活
动家杜金女儿被炸死等事件出现，如何
看待它们对俄乌战局的影响？

尚月说道：俄乌冲突半年来，诸如以
上吸引全球目光的争议事件此起彼伏，
反映出俄乌正面战场正处于僵持和胶着
态势，双方都难以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
势，才会在战场外做文章。

以拖待变，莫斯科期待的节奏

近期有舆论猜测，双方战事的突破
点很可能是今年的秋末冬初。如何看待
冬季这个时间点？冬季时战争会结束吗？

尚月认为：目前，冬季是外界普遍推
测的战争结束时间点，战争滑入秋冬的
态势也已经非常明显。

一方面，冲突肯定不会在短期内很快

结束。目前这种胶着态势，双方都很难迅速
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战争进
入冬季，显然对俄罗斯作战更为有利。

此外，冬季对欧洲来说更为不利。俄
欧关系在战争中持续恶化，能源成为了
博弈焦点。欧洲的能源危机愈演愈烈，还
没有到冬天，就已经陷入了“能源寒冬”。
在这场“能源战争”中，俄罗斯显然处于
一个更为积极、主动的地位。这正是俄
罗斯“以拖待变”战术期待的季节。

如何收场，取决于三点

据尚月分析，俄乌冲突的结束主要
取决于以下三点：

第一，俄罗斯胃口的大小，也就是俄
罗斯对乌克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否会
根据战场形势有所调整。是只想拿下顿涅
斯克、卢甘斯克两个州？还是想再拿下赫
尔松和扎波罗热？或是在此基础上再向北
和向南，把敖德萨、哈尔科夫都拿下？俄罗
斯的目标是第一重要的评估条件。

第二，俄罗斯能力的强弱。自战争爆
发以来，俄军人员、装备消耗极大。俄罗
斯本打算在9月份一年一度的“统一投票
日”上把已占领的乌方土地纳入公投范
围，但推进并不顺利。已占领土地的社会
治理和乌方的游击战都对公投进程造成
了困扰。俄罗斯到底能够占领并控制多
大的地盘，仍是一个疑问。

第三，西方对乌支援的多寡。战争进程
的决定权并不在乌克兰手中。乌克兰能撑
多久，要看美欧对乌援助能持续多久。

最后，战争的结局如何，俄乌双方可
以各自定义。

但一个共同的标准是，双方军事停
火，进行和平谈判，各自默认和接受当下
的战局。目前来看，还远未到那一步。

据长安街知事

房屋租售
●由成都中铁正和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位于崇州市蜀州
南路 180号“中铁·汉嘉御景”
二期四批次项目， 现将9、 10、
15栋所有未售商业 ， 共计 19
套， 均按单价 2600元 / 低价
出售。详情咨询： 18080935120。
特此公告。

声明·公告
●唐光树购买的兴想花园-1-1
74号车位收据遗失， 编号0001
915、0002008声明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丰宏五金
产品经营部法定名称章编号：
5101120152860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5101120152862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120152863法定代表人名
章（安宁）编号：5101120152864遗
失作废。
●成都建工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发
票代码051001900204，发票号码
38156967，特此声明作废。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
司成都新都朱王加油站，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书编
号： 川蓉危化经字【2019】00033
号，遗失作废。

●四川蝶凤瑭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5101100387629，熊
诗培法人章编号 510110038763
2，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0038
7630均遗失作废。
●成都谢壹轩飞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码：510125
0081572，遗失作废。
●康定市新都桥镇 漫山居酒
店公章 （入网号：5133215025
272）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慕橙鑫劳务有限公司公
章 编 码 5101850095791，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5101850095793，
林文武法人章 编 码 510185009
5797遗失作废。
●四川省闽诚钢结构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 正 副 本 编 号 :D251549763 遗
失，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成都鲲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85338588）遗失
作废。
● 刘 倩 妤 （号 码 ：2103812003
0302342X，有效期限2021.12.01-
2031.12.01） 身份证原件遗失作
废，自登报之日起非本人使用引
起的一切法律责任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成都市蓉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60160968）遗
失作废。
●四川铭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章编号：5101060399331遗失
作废。
●成都启善优学教育管理有限
公司张伍承法人章 （编号：51
01055307287）遗失作废。
●贺园园身份证 (证号5116221
98905206723) 于 2022年 8月 25
日在成华区青龙街道遗失，即
日起非本人使用与本人无关。
●四川医健智慧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 ， 编 号 5101150
054923； 唐俊林法人章， 编号
5101150054926，均声明作废。

●四川鑫诚宏商贸部公章编码
5101850096184遗失作废。
●四川康爱多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65123110）遗
失作废。
●金牛区郑悦峻信息咨询服务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6MA7M3LX6
2F） 郑军法人章 （编号 ：5101
060736768）， 公 章 （编 号 ：
5101060736765）， 财 务 专 用 章
（编号：5101060736766），发票专
用章 （编号：5101060736767）均
遗失作废。
●四川世纪川盈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胥悦法人章编号510106
0761387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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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校园枪案余波未消 开学返校家长心有余悸

炮击导致跳闸
扎波罗热核电站与乌电网首次断开
一旦电力供应被切断，冷却泵就会停止运转，乏核燃料池里的燃料元件可能起火

俄乌决战，大约在冬季？8月25日，俄国防部称，乌军对
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进
行打击，造成该地区大范围停电。乌
方称，俄军的炮击导致了这一情况
的发生。

俄方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
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
尔，过去一天对核电站区域使用大
口径火炮发动了 7 次打击，方向来
自乌军位于卡霍夫卡水电站对岸的
尼科波利、马尔加涅茨等阵地。

扎波罗热州临时军民行政机构
表示，过去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对
扎波罗热州发动炮击共29次，其中

17次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据俄罗
斯 24 新闻频道援引埃涅尔戈达尔
地方政府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安
全系统发生跳闸，导致25日俄罗斯
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大范围停电。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25 日报道
称，俄军对埃涅尔戈达尔市的炮击
导致城市周围发生大规模火灾并损
坏了电力线，从而造成该市完全停
水停电。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奥尔
洛夫称，该市再次处于人道主义灾
难的边缘。报道还称，俄军同时焚烧
了埃涅尔戈达尔游艇俱乐部附近的
森林，试图在当地制造恐慌。

扎波罗热核电站再遭袭 俄乌相互指责

乌克兰官员：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下周将访问核电站

乌克兰真理报26日报道称，乌
能源部长顾问拉娜·泽卡尔当天表
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定于下
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访问。泽
卡尔说，目前正在确定国际原子能
机构代表团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路线。她表示，代表团此次访问的主
要目的是控制核电站局势，采取必
要措施防止灾难发生。

2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透露，他已经获得了扎波罗
热核电站问题各方的“原则性同
意”，将前往核电站。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5日应
邀与法国国防部长通电话，双方讨论
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等问题。
绍伊古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行动
会破坏扎巴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国际
原子能机构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非
常重要，俄方愿意提供必要协助。

· 前瞻 ·

核问题分析师、《世界核产业现
状报告》出版人米克勒·施奈德认为，
一旦电力供应被切断，用来给燃料元
件持续降温的冷却泵就会停止运转。
虽然有柴油发电机作为后备，但它们
能运行多久还是个问题。即便是已经
关闭的核反应堆——例如扎波罗热
的核反应堆——也可能带来危险。施
奈德说：“乏核燃料池里的燃料元件
也需要冷却。”而储存在这里的燃料
比反应堆堆芯里的要多得多。一旦不

能被冷却，池中的水就会升温，逐渐
开始沸腾并将燃料元件暴露出来。这
大概需要至少几天的时间——这点
与运行中的核电站不同。

“燃料元件可能起火，这可比反
应堆堆芯熔毁要严重得多，因为这
里的燃料更多。”因此，福岛事故中
最大的问题也不在于那几个依旧活
跃的反应堆，而在于废弃反应堆里
的一个乏核燃料池，很难把冷却水
送到那里。综合央视新闻 参考消息

切断电力供应 冷却水很难送到乏核燃料池里

扎波罗热核电站

5月27日，警察在美国发生枪击事
件的罗布小学外执勤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