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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攻击的城市 
在卢甘斯克(Luhanks)地区，猛烈炮击仍在继续，并试图控制北顿涅茨克(Severodonetsk)。昨天，

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运营的加油站以及北顿涅茨克铁路氮气。俄罗斯军队对该地区的居民区和

基础设施进行了 16 次炮击。 他们损坏了 12 座房屋、一个变电站和商业建筑。鲁比日(Rubizhne)

村有  7 座房屋被毁，新鲁热斯克有  2 座房屋被毁。  吕西昌斯克 (Lysychansk)，奥里霍沃

(Orikhovo)，吉尔斯卡(Girska)，波帕斯纳(Popasna)有破坏。 

在顿涅茨克(Donetsk)地区，炮击仍在继续。在克拉马托尔斯克(Kramatorsk)，由于 5 月 5 日的炮

击，32 座高层建筑严重受损，25 人受伤。除了居民区，俄军还积极用导弹攻击该市的工业设施。 

阿夫迪夫卡(Avdiivka) 焦炭厂被炮击了三天。莱曼(Lyman)、阿夫迪夫卡、马林卡(Marinka)、新梅

哈伊利夫卡(Novomykhailivka)、克拉斯诺霍里夫卡(Krasnohorivka)、武格莱达尔(Vugledar) 和 新

西尔卡(Velyka Novosilka) 的前线继续进行积极的战斗。 

乌克兰官员说，在马里乌波尔(Mariupol)，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在破碎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举行阅

兵式。 武装分子正在清理被炸毁的剧院的碎片，该剧院在七周前被摧毁之前曾是该市的主要避难

所。 

在赫尔松(Kherson)地区，该地区局势依然艰难，该地区发生爆炸和炮击。 占领者继续战斗和抢

劫，而该地区无法获得医疗和食品供应。 地方当局封锁了对 脸书和 Instagram 的访问，并切断了

对乌克兰控制领土信息的访问。 

在哈尔科夫(Kharkiv)地区，伊齐乌姆(Izium)周围的战斗仍在继续。在哈尔科夫(Derhachi)地区的

德尔哈奇，俄罗斯军队摧毁或洗劫了农场。 德尔哈奇市负责人表示，由于这一事实，今年不可能

进行播种活动。 

 

人权 

路透社的调查为俄罗斯军队在占领布哈(Bucha)一个月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提供了新证据。 目击

者的证词、剩余物品和酷刑痕迹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确定一些负责任的俄罗斯军队。 

马里乌波尔的另一条疏散走廊预计将于今天进行。联合国和副总理韦列舒克(Vereshchuk)都证实

了这一消息。昨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宣布，从马里乌波

尔的亚佐斯塔尔工厂撤离平民的第三阶段已经开始。 今天早上，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耶尔马

克（Andrii Yermak）表示，有 500 人设法离开了马里乌波尔。 

乌克兰强调需要设立一个特别国际刑事法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安德烈·斯米尔诺夫

(Andriy Smyrnov)会见了国际特赦组织代表团，讨论了对乌克兰侵犯人权行为的起诉。 根据总统

办公室的声明，一个特别的国际刑事法庭将能够迅速评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罪行的证据。 

 

其中营 

俄罗斯军队继续过滤剩余或离开临时占领区的人口。 作为伪共和国的代表，俄联邦安全局官员遵

循审讯公民、收集指纹、检查手机以及身体检查纹身的程序。 主要目标是识别政府官员、市政人

员、退伍军人（在顿巴斯(Donbas)的反恐行动和联合部队行动）或乌克兰活动家。 

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临时占领区，在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马基夫卡(Makiivka)、斯塔罗贝绍夫

(Starobeshov)、曼古什(Mangush)、布加斯(Bugas)、贝赞尼(Bezymenny)的所谓“内政部”的城

市和地区部门进行过滤。过滤也发生在 多库恰耶夫斯克(Dokuchaevsk)、米基尔斯基(Mykilsky)、

曼古什、贝赞尼、雅尔塔(Yalta)（曼古什区）的特殊营地，在顿涅茨克审前拘留中心（为过滤措

施分配了一个单独的楼层），过滤程序更加严格。 

在卢甘斯克(Luhansk)地区的临时占领区也有类似的程序。所谓的“过滤”也在所谓的“卢甘斯克

人民共和国内政部”的地方部门，以及卢甘斯克(Perevalsky)地区佩列瓦斯基区的“过滤营”中

进行。持有伪国家组织“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护照的人不

受“过滤”的限制。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ukraine-crisis-bucha-killings-soldiers/
https://www.pravda.com.ua/eng/news/2022/05/5/7344324/
https://t.me/ermaka2022/459
https://president.gov.ua/news/andrij-smirnov-obgovoriv-z-delegaciyeyu-amnesty-internationa-74797
https://t.me/denisovaombudsman/5750
https://sharethetruths.org/


上个月，占领者强行将所有男子从马里乌波尔某些地区带走，以进行所谓的“过滤”。大约 2000 

人被安置在新亚佐夫斯克地区的 贝齐门(Bezimenne) 和 科扎茨克(Kozatske) 村。 男人被关在不

能接受的生活条件下。对不服从的最初迹象施加酷刑。 本周，宣布被拘留的男子将身着乌克兰武

装部队的制服，作为“囚犯”参加 5 月 9 日在马里乌波尔举行的所谓“阅兵”。 

 

对外政策 

周四在华沙举行了一次国际捐助者会议。该会议旨在为乌克兰筹集资金，以应对俄罗斯入侵的经

济和人道主义影响。 此次活动由欧盟委员会主席、波兰和瑞典总理主持，乌克兰总理出席。 会议

期间，匈牙利表示愿意参与重建基辅地区在战争中被毁的基础设施，并准备救治受伤的乌克兰军

人。 作为会议的成果，筹集了大约 65 亿美元。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Shmyhal)提出了一项新倡议，

即由乌克兰总统建立的“United 24”，作为慈善捐赠的一站式商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Zelenskyi）周四邀请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Olaf Scholz）和总统弗兰

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访问基辅。德国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向 政

客（媒体）证实，泽连斯基邀请了舒尔茨、施泰因迈尔和整个德国政府，这标志着在数周的外交

紧张局势之后关系解冻。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近期将访问乌克

兰。 她的乌克兰之行是在基辅和柏林解决外交紧张局势后数小时宣布的。 

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和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周

四在电话中同意，他们不会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的任何领土收益。 

泽连斯基总统通过视频链接与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进行了交谈，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

的入侵以及美国对基辅的支持。 

白俄罗斯。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俄罗斯进行

的“特别行动”已经拖延了。 有趣的是，尽管克里姆林宫拒绝使用“战争”一词，但卢卡申科本

人却表示“他代表和平”，并多次呼吁“结束战争”。有趣的是，尽管克里姆林宫拒绝使用“战

争”一词，但卢卡申科本人却表示“他代表和平”，并多次呼吁“结束战争”。 

 

能源安全 

乌克兰部长内阁简要介绍了能源相关部门。截至 5 月 5 日，乌克兰仍有约 820 个定居点没有电力

供应，其中总共包括约 710 000 名消费者。几乎 225 000 名消费者没有天然气供应。在扎波罗热

(Zaporizhzhia)、基辅、切尔尼戈夫(Chernihiv)、尼古拉耶夫(Mykolaiv)和哈尔科夫(Kharkiv)地区

观察到天然气供应最困难的情况。由于俄罗斯的炮击，乌克兰各地的 15 个油库被摧毁或损坏。 

 

虚假信息 

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Telegram 的乌克兰部分发生了重大变化。乌克兰媒体监测非政府组织

“探测器媒体”报道了在乌克兰建立和推广由俄罗斯协调的至少 88 个匿名 Telegram 频道的全新

浪潮。其中许多是俄罗斯用来使对特定领土的占领合法化并建立对信息环境的控制的渠道。此类

渠道可分为两类：（1）可以作为占领者“官方”来源的渠道； (2) 模仿媒体，即发布地方新闻，

但充满宣传和错误信息的。这些 Telegram 频道涵盖的主题包括诋毁乌克兰及其领导层，包括市

长和地区政府、俄罗斯的军事胜利和对乌克兰军队的妖魔化、关于“集体西方”在乌克兰的行动

的阴谋论，以及有关破坏的信息 乌克兰国家标志，撤离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先前被占领的

地区，来自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援助信息。 

 

文化 

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已有 242 起记录在案的乌克兰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损坏和盗窃。国家级古

迹 16 座、地方级古迹 72 座、新发现的 6 座被毁坏。本周，100 多年前成立的比利时建筑群的一

部分，吕西昌斯克多学科体育馆和吕西昌斯克抗结核药房的旧建筑被摧毁。 

 

社会学调查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快速欧洲晴雨表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欧盟公民普遍支持欧

盟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受访者表示强烈支持引入的制裁（80% 赞成）以及向乌克兰提供

人道主义支持（93% 赞成）。 67%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欧盟资助向乌克兰购买和供应军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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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75% 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战争表明欧盟内部需要加强军事合作。 66% 的人同意“乌克兰应在

准备就绪时加入欧盟”，71% 的人认为乌克兰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可以阅读链接后的完整报告。 

社会学小组“评级”举行了第十次全国社会学调查，专门针对战争的意识形态标志，特别是在

“胜利日”的背景下。因此，截至 2022 年 4 月，乌克兰对苏联解体的怀念情绪在观测史上最低

（11%）。绝大多数受访者（87%）没有错过苏联。 绝大多数（89%）的受访者支持承认俄罗斯

军队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76% 支持禁止使用标记在俄罗斯军事装备上的 

Z 和 V 符号，74% 支持禁止在乌克兰使用圣乔治丝带。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 5 年，对后一项倡

议的支持率从 45% 上升到 74%。 

 

阅读材料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启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大西洋理事会） 

 马里乌波尔：当地人如何互相拯救（“Zaborona Report “) 

 葬礼和酒吧：基辅恢复正常一点都不正常（政客） 

 

统计 
 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已处置了 90 000 多枚炸药。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公布了截至 2022 年 5 月 6 日上午 10 点俄罗斯军队的总 估计损

失：约 24900 名士兵，1100 辆坦克，2686 辆 APV，502 门火炮系统，171 门 多管火箭

炮，83 门防空战 系统，199 架固定翼飞机，155 架直升机， 1926 辆软皮车辆和油罐车，

11 艘 快艇和轻快艇，312 个作战战术级无人机，38 个特种装备，90 个巡航导弹。另外，

按照俄罗斯损失的互动计数器。此外，可 以关注俄罗斯损失的互动计数器。 

 

每一项行动都很重要，不存在“太小”的贡献！ 
 支持由四个乌克兰非政府组织发起的#BikesForUkraine 国际运动：基辅自行车协会（U-

Cycle）、“Eco Misto”（切尔尼戈夫）、青年协会极端风格（苏梅）、“Urban Reform

“（哈尔科夫）。该运动致力于增加乌克兰志愿者的流动性，并使最需要的人更容易获得

人道主义援助。 

 通过社交媒体、当地媒体或传播此简短更新，分享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信息。 

 在推特和我们的网站上订阅我们的每日更新。 

 您可以通过贝宝捐款支持我们的项目。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信息。 

 

感谢您对乌克兰的支持！光荣乌克兰！荣耀属于乌克兰！ 
 
 
翻译：Daria Kutova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2772
https://ratinggroup.ua/en/research/ukraine/desyatyy_obschenacionalnyy_opros_ideologicheskie_markery_voyny_27_aprelya_2022.htm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energysource/gazprom-set-the-russian-invasion-of-ukraine-in-motion/
https://zaborona.com/en/the-story-of-one-basement-in-mariupol-how-neighbors-helped-each-other-to-survive-in-unbearable-conditions/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5/04/kyivs-return-to-normalcy-00029926
https://www.facebook.com/MNS.GOV.UA?__cft__%5b0%5d=AZUYZhxXwTY9Id1YOIZxTv_opQ72MQGAZCHXZHPIr0XJQinaXxrMVM6-T-zMthp60dstFpKkQlT0b7lB2dIxoS8s_KBh0nSz8nr-kJQebgdhwYwJceFZbc7tzz0oIBcSHAuXdsoMpHwoSEebTphgVnBW&__tn__=-%5dK-R
https://minusrus.com/en
https://u-cycle.org.ua/projects/bikesforukraine/?fbclid=IwAR12EsNsHyKTgZeFFJsw9n7r2rGNzgGGcxKJyjSbsK5vf0hpJyLdI_n4PME
https://twitter.com/truth_sharethe
https://sharethetruths.org/
https://sharethetruths.org/ab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