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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军方和过渡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数周。就在昨天，有报道称，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的住宅被一些军方人员包围，另有数名部长被捕。苏丹
主权委员会主席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在美国费城北部的
17岁少年约书亚·科内柳
斯本该享受中学校园生
活，却终日因校园内外的
枪击暴力忧心忡忡。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
25日报道，今年以来，费
城已有41名未成年人因
枪支暴力丧生。科内柳斯
所在西蒙·格拉茨中学的
校长莱恩多·邓恩说，这所
学校仅上月就有3名学生
命丧枪下，去年共有9名
学生中弹身亡。

“这是战区，充斥着毒
品、枪械和暴力，”科内柳
斯说，“如果你住在费城，
自然会变得坚强……简直
要穿上盔甲，拿上盾牌。”

费城市政府数据显
示，2015年以来，上万人
遭枪击，四分之三是黑人
男性。

据美国儿童保护基金
会介绍，2019年费城全部
未 成 年 人 中 黑 人 仅 占
14％，但中弹死亡的未成
年人中，黑人占比高达
43％，且遭枪杀几率是白
人同龄人的4倍。

城市、校园枪击暴力
上演，令学生紧张、焦虑，
很少真正关注他们应该考
虑的问题，包括课程、毕业
和上大学。

女心理治疗师阿卡·
威廉斯7月初起向经历枪
击暴力或受其影响的费城
市民提供免费治疗课程，
迄今向超过350人授课。
她说，一些学生“害怕上
学，甚至害怕离开家……
如果他们不害怕或假装不
害怕，出门时会带上武器，
准备战斗”。

按照威廉斯的说法，
她接到很多学生打来求助
电话，称他们因枪击事件
痛失好友，许多出现创伤
后应激障碍的孩子“拒绝
上学”。威廉斯呼吁更多
心理健康专家为学生提供
服务，让他们“有机会倾
诉，感受到安全”。

邓恩说，费城北部的
枪械暴力存在已久，学校
和政府应该把解决这一问
题视为“当务之急”，尽一
切可能保护孩子安全。

（据新华社）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
人24日谴责美国要求俄
公民在第三国申请美国
签证的新规是对俄方的

“嘲弄”。
美国国务院当天将

俄罗斯列入没有美国领
事代表，或当地“政治或
安全形势”令美方领事人
员无法受理签证申请的
国家名单。

名单上现有10个国
家，分别是古巴、厄立特
里亚、伊朗、利比亚、索马
里、南苏丹、叙利亚、委内
瑞拉、也门和俄罗斯。这
些国家的公民申请美国
签证需赴第三国美国使
领馆。

美国国务院一份声
明说，申请美国非移民签
证的俄罗斯公民需赴俄
境外任何美国使领馆，申
请美国移民签证的俄公
民需赴波兰首都华沙的
美国使馆，且需向美驻波
兰使馆预约，美驻俄使馆
将只处理外交和公务签
证申请，以上规定已于本
月12日开始实施。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
人玛丽亚·扎哈罗娃24日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方
对俄公民的签证新规是

“将一项21世纪技术性常
规程序变成了真正的地
狱”，这是“近乎施虐狂的
嘲弄行为”。

扎哈罗娃说，美方
“多年来一直破坏在俄提
供领事服务的系统”，“关
闭领事馆、减少领事人员

数量”，以此试探俄方如
何回应，这纯属“卑鄙的
策略”。

她说，美方行为不但
影响旅游和文化交流，而
且侵犯人们自由行动的
权利。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则称，俄方禁止美国驻俄
使领馆雇用俄罗斯或第
三国公民导致美方目前
在俄领事人员“极其有
限”，令美方“无法提供常
规的签证服务和对美国
公民的服务”。

声明说，选择华沙作
为俄罗斯公民赴美签证
受理地点，是考虑到地理
位置“接近”、航班较多、
美驻波兰使馆当地雇员
普遍会说俄语等因素。

华沙距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大约1200公里。

2018年，美国政府要
求俄方关闭俄驻西雅图
领事馆；俄方予以回应，
要求美方关闭美驻圣彼
得堡总领馆。今年4月，
美国政府再次对俄罗斯
施加制裁、驱逐俄外交
官。俄方则于5月将美国
列为“不友好国家”，规定
8月起美国驻俄使领馆不
得雇用俄罗斯或第三国
公民。

5月中旬起，美驻俄
使馆领事服务只限于面
向美国公民的紧急服务
和“紧急”移民签证申请
受理，不再受理外交访问
以外的非移民签证申请。

（据新华社）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
道，当地时间24日，因新冠
疫情而于2020年被取消的
年度传统西班牙“迁徙放牧
节”重返首都马德里，街道上
再次充满了羊群和“叮叮当
当”的声响。

据报道，这项始于1994

年的年度活动允许牧民捍卫
他们的权利，使用传统路线将
羊从西班牙北部赶到更南端
的牧场过冬放牧。在几个世
纪前，牧民和羊儿使用这条路
线时穿越的是安静乡村，但这
个村子至今已成为一座繁忙
的城市。

羊群会戴着铃铛，沿街
发出响亮声音，许多民众特
地前来观看此番景象。39岁
的冈萨雷斯说，“这真是太奇
妙了。我每年都来，今年是
我第一次带着孩子来，所以
这很了不起。”（中新网）

实施紧急状态、过渡总理被软禁

苏丹为何“一夜变天”？

在不久前的9月21日，
苏丹主权委员会官方发言人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苏丹军
队挫败了部分军官发动的政
变。”

据苏丹当地消息，当时，
约有40名军官参与了此次未
遂政变。参与政变者还曾试

图控制国家广播电台。苏丹
国内局势据称“已经得到控
制”，但冲突的暗潮似乎并未
就此平息。

苏丹是联合国公布的世
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
结构单一，基础薄弱，工业落
后，对自然环境及外援依赖

性强。近年来，苏丹国内物
价上涨，货币贬值，财政收入
锐减。

而这一次，苏丹的动荡
局势又将持续多久？4435
万苏丹民众，何时能迎来稳
定 与 和 平 的 生 活 呢 ？

(中新网)

这个国家陷入目前局面
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苏丹国内近期已
多次爆发抗议，而矛盾双方
在于苏丹军方与文职官员及
其支持者。

在严重经济危机和生活
水平下降的背景下，2019年
4月，苏丹军方宣布，推翻巴

希尔政权，成立过渡军事委
员会，接管政权。

同年8月21日，过渡期
最高权力机构苏丹主权委员
会成立，苏丹过渡军事委员
会自动解散。军方代表出任
主席。同一天，哈姆杜克宣
誓就任过渡政府总理。9
月，苏过渡政府成立。

2020 年 10 月，苏丹过
渡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最
终和平协议，以结束长达17
年的敌对状态。

然而，近期，苏丹军方领
导人要求改组政府，文职官
员则指责军方计划夺取政
权。双方的支持者近日分别
在喀土穆举行示威集会。

最新消息称，正在被软
禁中的苏丹过渡总理哈姆杜
克发表声明，呼吁人民走上
街头，以和平方式“捍卫革
命”。

苏丹新闻机构称，哈姆杜
克在被软禁地点发表了这个

声明，并指出苏丹执政机构和
过渡政府成员被捕的“幕后黑
手”，是“军方联合部队”。

就苏丹局势，美国非洲
之角特使费尔特曼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说，美国对“军方接
管过渡政府的报道深感震

惊”，并称“这将违反《宪法宣
言》和苏丹人民的民主愿望，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费尔特曼还表示，“正如
我们反复说过的，任何以武
力改变过渡政府的做法都将
使美国的援助面临风险。”

报道称，过渡总理哈
姆杜克已被软禁。此外，
首都喀土穆所在州的州
长也被拘留。通往首都
的桥梁和道路被军方中

断。
消息出了没多久，有记

者观察到，不少示威者走上
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街头，
放火焚烧轮胎，抗议此次“逮

捕”行动。
与此同时，苏丹各地与

多家供应商的固网和移动互
联网连接也出现了“重大中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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