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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表示，战争结束后，波兰会成为乌克兰安全的保障国

之一。 

5月31日 
 欧盟在针对俄罗斯的第 6 套制裁措施中加以了运输俄罗斯石油油船投保的禁止。 石油贸易商和船东表示

，该禁令是欧盟最严格的金融工具之一。 

6月1日 

 

 Canva （可画） 平面设计平台宣布，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禁止从俄罗斯领土访

问其平台，并完全离开俄罗斯市场。 

 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 (Mateusz Morawiecki) 在博罗江卡 (Borodyanka) 和布

恰开设了可容纳 1000 多人的模块化城镇。 乌克兰和波兰还希望成立一家合资

企业，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 

  美国已正式确认为乌克兰提供一项价值 7 亿美元的新安保方案，其中将包括海

马斯(HIMARS)多管火箭炮系统。 美方给乌方提供这些系统有一项政治条件：乌

方不应该用这些系统打击位于俄罗斯领土的目标。 HIMARS 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允

许乌克兰在约 80 公里的距离内发射导弹。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已承诺给乌克兰提供 IRIS-T 防空系统。 据《南德意志报

》写道，这些防空系统为德国拥有的最现代化的防空系统。 

 台湾将拨款约 400 万美元重建乌克兰城市。 这些资金的一半将用于哈尔科夫的复原，剩下的每 50 万美元

用于重建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苏梅和扎波罗热。 

6月2日 

 爱尔兰参议院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种族灭绝行为。 早些时候，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捷克

共和国和加拿大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土耳其已决定向立陶宛赠送 Bayraktar 无人机，以转交给乌克兰军方。本来

，立陶宛人为了买这台无人机筹集了 500 万欧元。 

 乌克兰收到了一项新的瑞典的国防援助包。 瑞典将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

弹、反坦克武器和12.7毫米步枪，包括弹药。 第四项援助包的总成本超过 

9500 万欧元。 

 为了应对向乌克兰入侵，台湾经济部已禁止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出口现代芯片。 

 新任命的外国大使将在基辅的圣索菲亚主教座堂内向总统递交国书，延续乌克兰千年外交政策的历史。 

 乌克兰和斯洛伐克签署了一份供应八台 Zuzana 2 自走榴弹炮的合同。 

6月3日 

 欧盟理事会批准了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第六套经济和个人制裁。 欧盟已决定禁止从欧盟向俄罗斯购

买、进口或运输原油和部分石油产品。 逐步拒绝过程会持续六个月（原油）到八个月（其他石油产品）

。欧盟还将目前针对专业金融信息服务 (SWIFT) 的禁令扩大到另外三个俄罗斯信贷机构——俄罗斯最大的

银行 Sberbank、莫斯科信贷银行和俄罗斯农业银行。同时，欧盟将禁止给俄罗斯提供会计、咨询和云服

务 

6月5日 
 西班牙准备向乌克兰移交防空导弹系统和豹式主战坦克。法国正在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谈判

，以取代俄罗斯的石油供应，这将在欧盟禁止俄罗斯石油后开始。 

国际社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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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国防部表示，东部地区的战斗已达到最大强度。 

 最激烈的战斗是在北顿涅茨克(Severodonetsk), 巴赫穆特(Bakhmut) 和库拉霍韦 

 (Kurakhiv)地区——俄罗斯占领军正沿着整个接触线开火，同时炮击乌克兰内地。 

5月31日 

 乌克兰捍卫者在顿巴斯(Donbas)摧毁了私人瓦格纳(Wagner)公

司的一个大的军事部队。 

6月1日 

 泽连斯基总统表示，每天有60-100名乌克兰军人在前线阵亡，

另有500人受伤。他还强调，如果需要牺牲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乌克兰不会急于清理被占领土，而是会等待必要的武器. 

 

 在赫尔松(Kherson)地区北部，乌克兰武装部队从俄罗斯占领者

手中解放了 20 多个定居点. 

 
 

 总参谋部说，俄罗斯人在航空势力的支持下朝着顿涅茨克

(Donetsk)方向推进。因此，在 Ka-52 直升机的掩护下，占领者正朝着Lyman-Staryi Karavan的

方向前进，战斗仍在继续。在Slov’yansk方向敌人重新集结部队。在Dovgenke地区，俄罗

斯带着一些部队到Izyum休整军队. 

6月2日 
 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预测，俄罗斯占领军将增加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空中和导弹打击，并

试图占领整个乌克兰黑海沿岸直至德涅斯特里亚(Transnistria)。. 

 

6月3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将百分之二十的北顿涅茨克(Severodonetsk)市从俄罗斯入侵者手中解

放了 

6月5日 

 

 在哈尔科夫方向，俄罗斯正在积极防御和炮击民用基础设施，而在斯拉夫、莱曼和巴赫

穆特方向，他们正试图推进。 与此同时，卢甘斯克地区行政当局负责人谢尔伊·海代表

示，武装部队控制着北顿涅茨克的一半，并指出解放这座政治上是地区中心的城市使俄

罗斯人士气低落.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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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占领者再次向哈尔科夫(Kharkiv)开炮，造成三名平民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6岁男孩. 

5月31日 

 

 俄罗斯入侵者对Slov’yansk发动了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六人

受伤. 

 

6月1日 

 至少有 800 人，包括儿童，躲在被俄罗斯火箭弹击中北顿涅茨克

(Severodonetsk)的 Azot 化工厂附近的防空洞里。俄罗斯人从飞机上袭击了 Azot

工厂，导致有毒物质的释放。下午，敌人还向利西昌斯克(Lisichansk)的

Proletariy工厂开火.  

 

 Mykolayiv遭到了炮击：2 座高层建筑、4 座私人住宅和附属建筑遭到破坏。两

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  

 
 

 该地区每天损失50-60间房屋。被俄罗斯人袭击的村庄和定居点里的房屋

被烧毁.  

 

6月2日 

 由于利沃夫(Lviv)地区遭到导弹袭击，Stryj 和 Sambir 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四枚巡航导弹

被发射，五人受伤. 

 截至 6 月 2 日上午，由于俄罗斯联邦的全面武装侵略，乌克兰已有 721 多名儿童受伤。据官方少

年检察官称，有 261 名儿童被杀，超过 460 名儿童受伤。此外，在刑事犯罪记录期间，查证了在

顿涅茨克(Donetsk)州的马里乌波尔(Mariupol)市，敌人炮击导致另外 17 名儿童死亡，14 名儿童受伤

。由于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城市和村庄的不断轰炸和炮击，1938所教育机构遭到破坏，其中182

所被彻底摧毁. 

6月5日 

 6月5日凌晨6点左右，基辅左岸听到5声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此次袭击的目标是“安置在汽车修理厂的建筑物内，来自东欧国家交

付的T-72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 乌克兰铁路公司(Ukrzaliznytsia)证实俄

罗斯军队袭击了 达尔尼齐亚区(Darnytsia)的汽车修

理厂，但俄罗斯宣传中没有提到“坦克”。 乌克兰

铁路公司董事长邀请媒体代表到 DVRZ。 “他们（即俄罗斯人）想要阻止我

们将乌克兰产品出口到西方的机会。”他评论了炮击。同一天，弗拉基米

尔·普京表示：“如果基辅收到远程导弹，俄罗斯将得出结论，并攻击那些尚未命中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枚在基辅发射的俄罗斯“口径”导弹，在尼古拉耶夫(Mykolayiv)地区的南乌克

兰核电站上空飞得很低 

 在尼古拉耶夫(Mykolayiv)，救援人员仍在努力扑灭由 6 月 4 日俄罗斯炮击引起的基础设施的大规

模火灾。据悉，大火吞没了粮仓仓库 

一周内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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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占领者可能在马里乌波尔杀死了两万多人。 据地方当局称，截

至 3 月中旬，俄罗斯军队已经将一万六千人埋葬在万人冢中，

另有五千多人被社区工人埋葬. 

 泽连斯基说，由于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并占领

了亚速海的乌克兰部分,乌克兰有2200万吨储存的粮食无法出口. 

5月31日 

 在马里乌波尔市，占领者开始给被占领区人员办理俄罗斯护照.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如果乌克兰在港口扫除地雷，俄罗斯准备允许粮

食船进入地中海. 

6月1日 

 超过十万人仍留在马里乌波尔 - 自 4 月以来，他们一直无法获得饮用水和食物，而占领者

只为他们提供工作饮用水。“他们根本不提供所带来的饮用水，但他们希望马里乌波尔人

民去拆除碎片，收集[尸体]并帮助他们埋葬死者，隐藏这些战争罪行...”， - 马里乌波尔市

长举报.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道，乌克兰每天有两名儿童死亡，四名受伤。大多数伤害是由于

占领者使用炸药造成的。自 2 月 24 日以来，29 名儿童在对基辅的攻击行动中受伤，其中 

4 人死亡 

6月2日 

 北约秘书长支持盟国努力寻找从乌克兰出口更多粮食的方法，包括通过船运出口。早些

时候，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荷兰表示，他们将考虑派遣海军护航，帮助船只离开被俄罗

斯封锁的乌克兰港口。 

6月3日 

 在马里乌波尔地区，占领者正在监禁和枪杀拒绝与合作者和占领当局合作的乌克兰志愿

者和官员。 

 俄罗斯已经以四千万美元的价格向叙利亚“出售”了十万吨

被盗的乌克兰粮食.  

 普京表示，俄罗斯能确保乌克兰粮食可以通过其占领的别

尔江斯克和马里乌波尔港口出口，粮食船只能够平安地从

乌克兰控制的港口通行到国际水域. 

 

6月5日 

 马里乌波尔捍卫者的家属要求红十字会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好的条件。据马里乌波尔“亚速”

团指挥官的妻子卡特琳娜·普罗科彭科说明，目前只有俄方的照片和录像，没有来自国际

组织的报告。 “我们只需要一个能够展示真实情况的独立第三方，”她说。 

 卢甘斯克地区行政当局负责人谢尔伊·海代说，周日晚上，占领者彻底摧毁了吕西昌斯克

的人道主义中心，有30多次“导弹袭击” 

 根据顿涅茨克 OVA 负责人 P. Kyrylenko 的说法，仅在顿涅茨克的一个地区，俄罗斯人在三

个月的战争中摧毁了 43 座宗教建筑，其中大部分属于乌克兰正教会(莫斯科宗主教聖統) 

(UOC-MP)。 

人道主义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