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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5月22日，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外长比拉
瓦尔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针对记者问及美国正在大力推
销旨在围堵中国的所谓“印太战
略”，王毅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
正在引发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各国越
来越多的警惕和担忧。因为这个所
谓“战略”的马脚已经露出来了，不
仅想抹去“亚太”的名称，抹去亚太
地区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还

想抹去几十年来地区各国共同努力
创造的和平发展成果和势头。可谓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王毅强调，亚太人民对霸权主导
的冲突对抗记忆犹新，现在追求的是
国家稳定和生活幸福。亚太国家普
遍不愿选边站队，主流声音是希望各
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亚太地区的
时代潮流是推进区域一体化，构建亚
太命运共同体。面对动荡变革的世
界，本地区保持了总体和平稳定，亚

洲这辆发展列车率先冲出疫情阴霾，
2021年GDP增速高达6.3%，这一局
面来之不易，靠的是亚太国家团结一
心，靠的是亚太人民辛勤耕耘。

王毅说，美国炮制出来的“印太
战略”打着“自由开放”旗号，却热衷
于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声称要“改
变中国的周边环境”，目的就是企图
围堵中国，让亚太国家充当美霸权
的“马前卒”。尤其危险的是，美方
撕去伪装，挑动并大打“台湾牌”“南

海牌”，试图把其他地区搞乱以后，
再把亚太地区也搞乱。事实将证
明，所谓“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一
个制造分裂的战略，就是一个煽动
对抗的战略，就是一个破坏和平的
战略，这个战略不管做什么包装、换
什么马甲，最终必然是一个失败的
战略。本地区的人民要正告美方，
早已过时的冷战剧本绝不能在亚洲
重演，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动乱战乱，
绝不容在本地区发生。

王毅：美国“印太战略”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战略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5月23
日，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
召开。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
做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
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
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
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
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台湾民
进党当局借疫情搞政治操弄，不得
人心，自取其辱，必将失败。

2009年至2016年，在海峡两岸
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中国
中央政府连续8年同意台湾地区以
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民进党

执政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
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
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自
2017年起，中国中央政府中止了台
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特殊安排。
世卫大会也连续多年拒绝涉台提
案。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加强合作、团结抗疫是国际社
会对本次大会的共同期待。但民进
党当局逆历史潮流而动，执意搞涉
台提案，充分暴露了其借炒作参加
世卫大会搞“台独”分裂活动的政治
图谋。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涉

台问题上秉持正义立场。大会开幕
前，近90个国家以专门致函世卫组
织等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
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涉台提案没有
法律基础。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
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为世卫组织
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提供了法理基
础。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必须按
照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处
理。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
立场，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
不复存在。

陈旭表示，涉台提案没有事实

依据。中央政府不但邀请台湾专家
赴武汉考察，还专门通报获取病毒
基因序列的途径。2021年 4月以
来，台湾地区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
术活动共计44批47人次。所以根
本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
口”。

陈旭强调，涉台提案没有国际
共识。世卫大会对涉台问题早有定
论，大会已连续多年拒绝讨论涉台
提案。台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疫情进
行政治操弄的真实目的就是“以疫
谋独”。个别国家为台当局背书，这
种“以台制华”的政治伎俩必然不能
得逞。

世界卫生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

可采取措施
接种天花疫苗仍旧有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戴
维·恰尔克认为，这次有些不同寻
常，因为大多数猴痘病例之间并
没有联系，这意味着世界各地都
需要保持警惕。但是与新冠疫
情不同的是，人们对痘病毒有更
多的了解，可以迅速采取措施阻
断传播。猴痘病毒属于一个更
广泛的病毒家族，这个病毒家族
还包括天花病毒。天花疫苗可以
用来预防猴痘。研究表明，在接
触猴痘病毒后，接种天花疫苗仍
旧有效。

森纳那亚克指出，天花疫苗可
以提供交叉保护，但不确定几十年
前接种天花疫苗的人对猴痘还能有
多大的免疫力。一些抗病毒药物可
用于治疗猴痘。

什么是猴痘
孕妇感染
或影响胎儿发育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教授苏雷什·马哈林加姆表
示，猴痘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大多数人在出现症状后2周
至3周就会康复。但是，猴痘
感染对于孕妇有较大风险，
因为孕妇感染可能影响胎儿
发育。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传染病学家桑贾亚·森纳那
亚克介绍，此次在欧洲被发
现的病例感染的猴痘病毒属
于较为温和的。在7天至17
天的潜伏期后，猴痘患者会
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高烧
几天后出现皮疹。患者还可
能出现肺炎、腹泻等症状，但
死亡率很低。

俄谈判代表团团长：

从未拒绝
与乌克兰谈判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谈判
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
基22日在接受白俄罗斯媒体视
频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从未拒
绝与乌克兰谈判，包括最高层
的谈判。

梅金斯基说，俄罗斯总统
普京本人也证实了不拒绝最高
层谈判。但是，元首会晤需要
认真准备材料，应是为了双方
达成最终协议并进行签署而举
行，不能只是为了拍照。梅金
斯基表示，俄方一个月前向乌
方提交了谈判文件草案，双方
就其中一些立场达成一致。在
俄方计划继续跟进时，乌方没
有继续对话的愿望，甚至没有
正式确认商定的谈判方案。梅
金斯基说，冻结谈判是乌克兰
方面的倡议，俄方不主张谈判
暂停。俄方准备继续对话，

“球”在乌克兰一方。
另据报道，乌总统办公室

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接受外国媒
体采访时说，乌方不同意与俄
达成任何承认俄占领乌领土的
协议。只有俄军撤出乌领土，
才有可能恢复和平进程。

猴痘危险吗
人类已找到该病毒弱点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分子生物学
系副教授法斯利·库利巴利表示，有关
部门需要对猴痘的传播展开密切监
测，但没有必要恐慌。一方面，这类病
毒的传播能力不像新冠病毒和流感病
毒等呼吸道病毒那么强。另一方面，
人类对猴痘病毒并不陌生。20世纪
70年代，人们就知道它会感染人类，
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对抗与它密切相关
的病毒，比如天花病毒。

库利巴利认为，虽然痘病毒很擅
长突破宿主的防御系统，但它就像“病
毒界的大象”，其结构和复制能力使它
更容易被“瞄准”，人类几十年的基础
研究已找到了这种病毒的弱点，对可
能的威胁做好了充分准备。人类已经
研发出了针对天花病毒的药物和新一
代疫苗，这也为应对猴痘提供了选择。

应对猴痘不必恐慌
可采取措施阻断传播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卫生部门20日确诊了
澳大利亚的首例猴痘病例。澳
大利亚多位专家对此表示，虽然
需要对猴痘的传播展开密切监
测，但没有必要恐慌。与新冠病
毒不同的是，人们对猴痘、天花
等痘病毒有更多的了解，可以迅
速采取措施阻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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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
奖中6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二等奖中89注，单
注奖金176774元。我省
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0
注；二等奖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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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19269注，单注
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
3”中0注；“排列五直选”中
101注，单注奖金10万元。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12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3组选3”中
0注；“排列 5 直选”中 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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