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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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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 （限22个字）
◆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 （限22个字）
◆行信息：60元/行·天，周六、日50元/行·天 （限10个字）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块·天（限22个字）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清理化粪池

信源财税贴钱代办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优质品牌，打造高性价比

代账商标社保审计

18997156699 40000-67-999

超特低价钻孔
188 0971 5970
混凝土、切割、开门窗。

步步高搬家电
话6110110

28年老品牌
城西：5505777 城中：6111555
城东：8171222 城南：8228844

专业疏通王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15897140392

青海龙泉中心陵园
公墓园林化 服务人性化
地址：西宁南川东路逯家寨 6275120、6275121

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环境优美，风水宝地，骨灰寄存，提供高、中、低档墓
电话：13897588177 13007716995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汽 车 锁 、保 险 柜 、更 换 防 盗 锁 芯

百姓开锁6111110
公安局备案

老张开锁6133433
保险柜，汽车，换指纹锁，防盗锁芯

公安备案

青海神安民族殡仪馆
实行市政府惠民减免政策计720元，24小时竭诚为您服务。
8013263、13709781499、0972-8389583西宁韵家口向互助方向4公里

西宁颐宁公墓
园林化设计、人性化服务

地址：城西区羚羊路直上山
电 话 ： 0971- 6308997、0971- 6300721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人生百年后花园
4000130095 18697257890

专业疏通下水

专业清理化粪池
18009787074

专业管道王
通下水、安装上下水管、清理化粪池

含州县
有发票8455559

清洁大王金干线
高空清洗、拆装、单位、家庭保洁、沙
发、地毯清洗、石材翻新、保养、单位
日常保洁托管。电话：8866002

祥和家政保洁8587976
8209877

单位家庭保洁，擦玻璃，瓷砖美缝，地毯
沙发清洗，地面清洗。正规注册，有发票

承接钢结构、网架、玻璃温室、彩钢工程

诚栋彩钢

18709783666 18997156789

专业生产彩钢板、钢结构

转 让
城东博文路营业中1200平方米餐饮转让，
精装修，全新设备，电话13709768567

城中区大同街饭馆转让
精装修，设备齐全，210m2，接手可营业，
转让费10万元。15110995872

商铺出售
西宁市5000元/㎡商铺出售，数量
不多，咨询电话:13709763088

某大学商铺对外招商
适合：打字复印.水果奶茶.美发美甲.精美饰品.服装鞋帽，电
子产品.鲜花礼品等。电话：13109752525 15991095118

遗失声明
韩玉轩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T630065887，特此声明。

诚 聘
男保安数名，50岁以下，工作地点小桥新村，上班时间17:00
至24:00，工资面议。电话:6362548，13639764637

莫斯科时间 6 月 24 日上午 10 时，一架架战
机飞越红场上空，轰隆隆的引擎声划破莫斯科
的宁静。

75 年前，苏联迎来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
利。75年后，这片被誉为俄罗斯心脏的土地上，
又一次见证俄罗斯人民欢呼胜利、珍爱和平的
盛大仪式。

每年的红场阅兵一直是俄罗斯最受全球关
注的活动之一，也是其展示国家实力、大国雄心
的重要方式。今年，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俄方依然顶住压力，坚持举行胜利日阅兵仪
式。这场阅兵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意义？一场特
殊时期的红场阅兵，俄罗斯想给世界传递哪些
重要信号？

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爱国力量
无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如今的俄罗斯，胜

利日阅兵都承载着光荣与梦想。苏联军民在战
胜法西斯过程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坚韧意志
和英勇牺牲精神，已成为俄罗斯人民心中永远
的精神丰碑。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期，这
场一度被推迟的盛大阅兵备受瞩目，更显意义
非凡。

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 24日公布的最
新数据，俄罗斯已成为全球第三个累计确诊人
数超过 60 万的国家。如今，国内疫情严峻，国
际油价下跌，这都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影
响。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俄罗斯外交政策研究室主
任万成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红场阅兵是一个
很好的契机，能够凝聚起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
义意志和精神，团结带领俄罗斯人民战胜疫情，
战胜经济停摆带来的困难。

反击西方言论 彰显大国雄风
近年来，西方社会弥漫着一种观点，部分西

方国家希望将俄罗斯从二战胜利者的行列中排
除出去。在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的情
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继续举行胜利日阅
兵，其政治意味更加明显。

俄罗斯通过特殊时期的红场阅兵重申二战
胜利遗产，表明自身的二战胜利国地位不会变，
以此彰显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也让俄民众再次

感受到俄罗斯的大国自豪感。
就在此次阅兵活动举行的前夕，普京就给

“民众上了一堂很好的历史课”。
19日，普京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署

名文章，对二战历史全面反思，强调苏联红军在
二战中的作用，反击了西方国家企图篡改二战历
史的行为。“不管现在有什么人企图证明什么，苏
联和红军都对纳粹战败作出了主要和至关重要
的贡献”，并指出“历史修正主义很危险”。

自上台就许诺“给我 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
的俄罗斯”的“硬汉”普京，秉持传统树立大国地
位，也一直以“强势”姿态引领俄罗斯积极参与
国际治理，发挥俄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不惧任何威胁 展示强大军力
红场阅兵，也是俄罗斯展示军事力量，不失

时机地秀“肌肉”，以此威慑对手的绝佳窗口。
阅兵中亮相的武器装备，往往是一国国防

与军队建设最新成就的集中体现。每年红场阅
兵，装备方队由哪些武器组成都备受外界关注。

今年阅兵展示的 234件武器装备中，除卫国
战争时代装备外，还有不少新型装备。阅兵式
中，空中和地面各型装备出动，坦克、装甲车、飞
机构成的“钢铁洪流”，场面非常震撼。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面临着很大的地缘
政治困局。长期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打压就
没停止过，舆论唱衰、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军事
打压。尤其在疫情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
断加大在俄罗斯边境的海陆空多兵种演习，不
久前，美国还宣布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并扬
言要恢复核试验。

在国防科技大学马建光教授看来，这一系列
的“组合拳”都对俄罗斯形成了战略威胁。而俄
罗斯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意志和决心是坚定的，
想借阅兵机会向西方展示其强硬的军事实力。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纪念二战胜利，也是
纪念先人们在战争浩劫中展现出来的团结、勇
气和力量。正如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湖南交通
工程学院兼职教授王群所言，通过这场特殊时
刻的红场阅兵，俄罗斯释放出一种不畏惧任何
威胁和压力的信号，即俄罗斯有信心也有能力，
去应对一切来犯之敌。 （据新华社电）

“钢铁洪流”震撼来袭

俄罗斯阅兵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 25日 10时（北京时间 25日 16时），
全 球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较 前 一 日 增 加
167056例，达到 9296202例；死亡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 5336 例，达到 479133
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
至北京时间 26日 6时 33分，全球确诊
病 例 达 9568991 例 ，死 亡 病 例 为
486101 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
的国家，确诊病例达 2416727例，死亡
病例为 122550例。

一个国际团队近日在英国期刊
《柳叶刀·全球卫生》上发表论文说，

估计全球近 3.5 亿人属于新冠重症高
风险人群，这意味着他们一旦感染新
冠病毒，可能需要入院治疗。分析还
显示，高年龄段人群中重症高风险人
群比例更高，男性感染后出现重症的
风险高于女性。

据英国媒体 25日报道，英国威尔
士卫生部门官员 24日说，威尔士 3家
肉食加工厂近期出现聚集性新冠疫
情，截至目前共有超过 330 人确诊。
威尔士卫生部门负责人沃恩·格辛
说，新冠病毒能在湿冷的室内环境中
长期生存，给肉类和食品加工行业带
来特殊挑战。 （据新华社电）

英国3家肉食加工厂
出现聚集性疫情

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25 日表示，根据抗体检测结果估计，
美国新冠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超
过 2000万人。

据美国约 翰 斯·霍 普 金 斯 大 学
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 25 日晚，
美国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
242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2.4 万
例。按照美疾控中心估计的感染比
例计算，美国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
人数可能是目前报告数字的 10 倍，
即实际上可能已有超过 2000 万人感
染。

雷德菲尔德在媒体电话会上表
示，新冠病毒的实际感染人数约占美
国总人口的 5％至 8％。疫情远未结
束，目前最有效的防护措施就是保持
社交距离。他呼吁公众遵循相关防
控措施。

专家认为，美疾控中心此番表态
表明美国疫情仍处于早期阶段，需继
续努力遏制病毒传播。据《华盛顿邮
报》报道，根据美国各州卫生部门报
告的病例汇总，美国 25日新增确诊病
例 39327 例，得克萨斯州、亚拉巴马
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等州单日新
增病例数创近期新高。

美新冠实际感染人数
可能超2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