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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讨说法】

特雷莎·梅当天告诉议会下院，专家
确认，斯克里帕尔父女所中神经毒剂为

“诺维乔克”，系“军用级别”毒剂，由苏联
在“冷战”临近结束时研制。这类毒剂曾
用于俄政府支持的暗杀行动。

“英国政府得出结论，俄罗斯极有可
能对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中毒负有
责任，”特雷莎·梅说，“如果不是俄罗斯
采取‘直接（下毒）行动’，就是俄方对这
种具有潜在严重杀伤力的神经毒剂‘管
理不善’，以致流入他人之手。”

特雷莎·梅说，英国外交大臣鲍里
斯·约翰逊 12 日早些时候召见俄罗斯驻
英大使，要求俄方作出解释并向国际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说明“诺维乔克”神经毒
剂相关情况。如果俄方 13日午夜前没有
作出“可信回应”，“我们将得出结论，认
定‘中毒’事件相当于俄罗斯对英国非法
使用武力”。

斯克里帕尔父女 4 日在威尔特郡索
尔兹伯里市街头长椅上陷入昏迷，疑似
中毒，两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英国内
政大臣安伯·拉德定于当地时间 13 日中
午主持内阁危机应对委员会，更新调查
进展。

药理学家说，“诺维乔克”比沙林和
VX等常见神经毒剂“更危险”，致命性是
它们的 5倍至 10倍。英国雷丁大学药理
学家加里·斯蒂芬说，“诺维乔克”会“导
致心跳变慢、呼吸受阻，进而窒息死亡”。

【威胁对俄示硬】

特雷莎·梅说，英方打算 14 日“详细
考虑俄方回应”。如果俄方解释“不充
分”，英国将考虑采取“强硬行动”。

特雷莎·梅没有提及将采取何种措
施，但提到俄罗斯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
维年科 2006年在英国遇害案。利特维年
科当时喝下含有放射性元素钋的“毒茶”
身亡。案件曾多次触发俄英之间的外交

风波，两国一度相互驱逐外交官、冻结合
作协议。

“我们现在必须准备采取更广泛的
措施，”特雷莎·梅说，“我们不会容忍如
此厚颜无耻的企图，在我们的土地上杀
害无辜平民。”她先前提出，英国政府可
能考虑在官方层面抵制今年由俄罗斯主
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即不派官方人士赴
俄参加相关活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英国对
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可能包括经济制裁和
资产冻结。

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俄罗斯
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福克萨尔
说：“如果英国与其他西方盟友合作，那
么，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产生较大影
响。”

英国首都伦敦是俄罗斯富人的主要
“口岸”，大量俄罗斯人居住在英国或在
英国拥有房产。英国私立学校理事会数
据显示，超过 3000 名俄罗斯学生在英国
注册就读。

【俄方要证据】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
12 日说，特雷莎·梅的说法是英方“为挑
衅而采取的宣传和政治造势”，是“英国
议会的马戏表演”。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指责英国想在世
界杯前破坏各国对俄的信任。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
中 说 ，没 有 证 据 显 示 俄 罗 斯 卷 入 中 毒
事件。“针对俄罗斯的无端指责成倍增
加……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先查明
事实，然后再提出指认？目前为止，没
有证据显示英方说法的正确性。”

英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在社交媒体上
说，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南部参
观一处粮食中心时被问及前特工中毒一
事，说希望英方搞清事实后再和俄方对
话。

（新华社特稿）

英首相指俄罗斯关联前间谍中毒
普京回应：搞清事实再对话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12 日就一名俄
罗斯前间谍中毒一事把矛头指向俄罗斯
政府，获美国、法国等盟友支持，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高度关注”。

【美国站队】
特雷莎·梅当天告诉议会，俄罗斯

“极有可能”应该为前俄方间谍谢尔盖·
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承担责任。

美国政府随后首次就这一事件“发
声”，声援英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
斯说，下毒“不顾后果、任意妄为且不负
责任”。她没有提及俄罗斯，只说美国站
在“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一边。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当天更
为直白，说“俄罗斯貌似又一次从事这种
行为”，即“在一个主权国家谋杀一名普
通平民未遂”。“那些责任方，也就是作案
人和下令作案者，都必须面对相应的严
重后果。”

按照特雷莎·梅的说法，斯克里帕尔
父女中的毒是一种“军用级别神经性毒
剂”，由苏联在“冷战”临近结束时研制。

蒂勒森当天结束对非洲的访问，回
国途中告诉美联社记者，这种毒剂“并不
广泛存在”。如果下毒确由俄罗斯政府
所为，“将是非常严重的举动”，“势必触

发反应”。
蒂勒森说，他效力唐纳德·特朗普政

府头一年几乎都在与俄罗斯打交道，试
图缩小俄美分歧，却“无大进展”。俄罗
斯“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令他“极度担
心”。

【北约关注】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当

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是“极为重要”
的盟友，北约“高度关注”俄前间谍在英
中毒一案，“正与英国政府保持联系”。

斯托尔滕贝格说，“使用任何神经性
毒剂都可怕且完全无法容忍”。

本月 4日，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
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条长
椅上疑似中毒而昏迷。他们正在接受治
疗，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12 日
与特雷莎·梅通电话，以示“团结”。按照
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的说法，两人讨论

“俄罗斯的好斗行为”，认为盟友应继续
共同应对。

特雷莎·梅说，英国过去曾与盟友密
切协作，“牵头对俄罗斯施行严厉经济制
裁”，“如今我们随时准备采取更为广泛
的措施”。 （新华社特稿）

盟友帮腔 英国施压俄罗斯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 12日
指认俄罗斯在执行叙利亚东古塔地区停
火决议方面“不作为”，说美方已向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提交新的停火决议草案。

【美国警告】
黑莉 12日说，安理会两周前通过敦促

叙利亚全境停火的协议已经“失效”，“没
有停火。（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伊朗和俄
罗斯持续对他们的政治敌手发动战争”。

黑莉警告，“如有必要，美国仍会行
动”，以结束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
和人道主义灾难。“那不是我们更喜欢的
方式”，但美国曾经且准备好再次采用那
种方式。

安理会 2月 24日通过停火决议后，叙
利亚没能实现全境停火。2月 27日起，叙
政府军和俄军在东古塔的军事行动每天

“人道间歇”5小时，但头一天，停火未满 5
小时，东古塔就响起炮声。

【英法施压】
英国、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同样向俄罗

斯施压，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
的军事行动有俄方在背后撑腰。

英国驻联合国临时代表乔纳森·艾伦
说，叙政府军会继续在东古塔地区的军事
行动，直至获胜，俄罗斯应评估支持巴沙
尔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对俄罗斯声誉造成
的影响。“俄罗斯的作用，即与叙政府军一

起行动、维护巴沙尔政权，不应忽略。”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索瓦·德拉

特认为，俄罗斯有意让叙利亚处于“持续、
密集的军事行动”中，呼吁俄罗斯为促成
停火向叙政府施压。德拉特对媒体记者
说：“我们知道，俄罗斯还没有或不愿意停
止这项军事行动。”

按照德新社的说法，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古特雷斯以不点名方式对俄罗斯
施压。古特雷斯说，在叙利亚打击恐怖分
子的军事行动不应代替履行停火决议的
义务。

【俄方反驳】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说，美国及

其盟友坐而论道，批评叙利亚政府并经常
对俄施压。涅边贾认为，美方提出的草案
过于理想化，叙利亚全境立即停火“不现
实”。

安理会 2 月 24 日决议所述停火不包
含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基地”组
织的军事行动。涅边贾说，在叙境内打击
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符合决议内容，叙利
亚政府有权铲除危及叙利亚人民安全的
威胁。

涅边贾说：“大马士革周边地区不能
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安理会决议所述停
火绝不是立即停火。”

（新华社特稿）

叙利亚未停火 美威胁要行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12 日说，俄罗斯“极有可能”应该为前
俄方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女儿中毒事件承担责任。特雷
莎·梅要求俄方给“说法”，否则将采取“报复措施”。

俄方否认这一指认，斥英方“挑衅”。普京 12 日在回答英国
广播公司记者关于俄罗斯是否对俄前特工“中毒”负有责任时
说：“你们最好先把事情搞清楚，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相关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3月13日电 美国总统
特朗普 13 日宣布，将提名现中央情报局
局长蓬佩奥接任现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

特朗普当天早晨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发文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同时宣布，提
名现中情局副局长吉娜·哈斯佩尔担任
新一任中情局局长。

蒂勒森曾于 1975年开始供职于石油

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从 2006 年起担任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曾大力推动美企
对俄经贸、能源合作，被克里姆林宫授予
俄罗斯友谊勋章。2014 年，蒂勒森还就
美欧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实施制裁提出不
同意见。2016年 12月 13日，特朗普宣布
选定蒂勒森为国务卿。在担任国务卿
前，蒂勒森毫无从政经验。

特朗普宣布更换美国国务卿

这 是 蒂 勒 森
（左，2018 年2月15
日 摄）和 蓬 佩 奥
（2017 年 1 月 12 日
摄）的拼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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