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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多哈 5月 17 日电（记者 杨元
勇）卡塔尔外交部 17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
军队当天轰炸了卡塔尔红新月会在巴勒斯
坦加沙地带的办公楼，卡塔尔对此表示强烈
谴责。

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对卡塔尔红新月会
办公楼的轰炸造成两人死亡、一些人员受
伤，以及附近一所医院建筑部分损毁。以军
此前还对人道主义机构、媒体机构进行轰
炸。这些行为是对国际法、人道主义准则与
价值观的公然违背。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对此予以谴责，采取
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犯罪活动，
并重申卡塔尔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巴勒斯坦
人民的正义事业。

据新华社加沙5月 18日电（记者 熊思浩）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官员18日证实，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城
里玛勒区的一些目标，致使加沙城内唯一能够从事新冠
病毒检测的实验室无法正常运转。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高级官员尤素福·阿布·里什说，
轰炸造成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下属中央实验室严重受损。

中央实验室是加沙城内唯一能够从事新冠病毒检测
的实验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言人阿什拉夫·齐德拉
当天说，以军轰炸严重威胁到当地卫生部门为应对新冠
疫情所做的努力，致使该实验室无法进行新冠病毒筛
查。齐德拉说，以军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 11幢居民楼，
其中有7幢位于里玛勒区。

当地一位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里玛勒区从凌晨开
始遭到连续轰炸，一些建筑受损严重，有人员伤亡。

另据以色列媒体当天援引以国防军发言人的话报
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设在里玛勒区的政治和军事“神经中枢”。

卡塔尔谴责以色列轰炸
卡塔尔红新月会
在加沙地带办公楼

加沙卫生官员：

以军轰炸致加沙
唯一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
严重受损

巴以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影响几何
新华社记者 王健 尚昊 熊思浩

5 月 17日，受巴以冲突影响而逃离家园的
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加沙地带拉法的一所
学校临时栖身。 新华社发

这是 5 月 18 日拍摄的日本东京新宿区街头。
日本内阁府 18 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受新冠疫情反弹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 1.3%，按年率计算降
幅为 5.1%。 新华社/欧新

5 月 17 日，公共汽车被困在印度孟买积水的街
道中。

据印度媒体 17 日报道，热带气旋“陶特”在印
度西海岸已造成 12 人死亡，另有 3 人失踪。热带
气旋“陶特”15 日开始登陆印度西南海岸，随后变
为气旋风暴，并于 17 日晚在古吉拉特邦登陆，最高
风速达每小时 185 公里。 新华社/欧新

新华社喀布尔5月18日电（记者 史先涛）阿富
汗国防部18日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阿政
府军在几个省展开行动，共击毙 143名塔利班武装
人员。

声明说，政府军在楠格哈尔省、查布尔省、赫拉
特省、巴德吉斯省、法里亚布省、巴尔赫省、赫尔曼
德省和巴格兰省等地展开打击塔利班武装的行
动。除击毙 143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外，政府军还打
伤66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另外，政府军还发现并拆
除了塔利班武装分子的52枚简易爆炸装置。

目前，塔利班方面尚未对阿国防部上述声明做
出回应。

美国和北约军队 5 月 1 日开始正式撤离阿富
汗，计划在 9月 11日前全部撤出。近期，阿富汗国
内袭击事件不断，安全形势日趋恶化。虽然阿政府
军和塔利班在 13日至 15日开斋节期间宣布停火，
但是双方的冲突事实上并未停止，互相指责对方违
反停火协议。停火期限过后，双方在多个省份又恢
复了战斗。

新加坡新冠疫情近期反弹，本土新增确诊病例
增多。世界经济论坛17日决定，取消定于8月中旬
在新加坡举办的 2021 年特别年会。定于 6月初在
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目前按计划筹备。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俗称达沃斯论坛。总部位于
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17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考虑到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国际旅行恢复前景不明
朗、各国疫苗接种进度不一、变异病毒传播令全球
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袖难以线下聚首，因而决定取
消原定 8 月 17 日至 20 日在新加坡举办的特别年
会。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
布说，主办方艰难作出取消特别年会的决定，但“每
个人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事项”。

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举办线上“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后，宣布将在新加坡举办一场线下特别年
会，探讨如何应对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各项挑战。
由于全球疫情形势严峻，这场特别年会先前从 5月
推迟至8月。

新加坡承办的另一场大型活动“香格里拉对话
会”目前仍按计划筹办。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式名称
为亚洲安全峰会，由总部设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国际
战略研究所主办。新加坡国防部 17日回复媒体询
问时说，国际战略研究所已通知新加坡政府，致力
于6月初在新加坡举办这场多边安全论坛。新加坡
国防部说，主办方的积极回应“令人鼓舞”。

新加坡眼下疫情反弹。新加坡政府抗疫跨部门
工作小组14日宣布，国家处于“高警戒解封第二阶
段”，16日起进一步收紧防疫限制措施。在这一防
疫阶段，民众外出时最多两人同行、禁止在餐饮场
所堂食；登门访客每日不能超过两人；大多数学校
19日起转为线上教学。

迄今，新加坡超过五分之一人口接种两剂疫
苗，政府定于5月下旬向45岁以下人群推广接种。

（据新华社专特稿）

新加坡疫情反弹

达沃斯论坛取消、“香会”照办
包雪琳

日本第一季度
实际GDP下滑5.1%

热带气旋“陶特”席卷印度

阿富汗政府军
击毙143名塔利班武装人员

美国一名前海军飞行员日前做客美国一档电视
节目，自述遭遇不明飞行物（UFO）的经历。

据美国“内幕”网站17日报道，美国前海军飞行
员瑞安·格雷夫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6日播
出的《60 分钟》节目中说，2014 年在弗吉尼亚州东
南部的弗吉尼亚比奇附近空域，他和自己当时所在
的战斗机中队成员看到UFO。

格 雷 夫 斯 说 ：“ 至 少 数 年 中 ，每 天 会 看 到
（UFO）。”他还提到，2015 年一名同事在佛罗里达
州杰克逊维尔沿岸拍到的UFO“能旋转、飞得很高，
有驱动力”，“很难解释”那是什么。

按照格雷夫斯的说法，在美国大西洋沿岸训练
的飞行员几乎每天能看到UFO。

当天这档节目中，另几名美国军方飞行员也描
述了自己看到UFO的经历。

美国军方今年4月证实媒体先前发布的多段军
方飞行员遭遇UFO的视频属实。美国军方去年解
密多段涉及UFO的视频，国防部当年8月成立调查
UFO 的特别专门小组，定于今年 6 月发布相关报
告。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前海军飞行员回忆称

数年内每天会看到UFO

连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流血冲突
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
员伤亡，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巴以“火药
桶”的引爆也牵动中东各国敏感神经，本轮冲突
会否诱发新的地区战争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分析人士认为，本轮冲突为近年来以色列与
加沙地带武装组织间爆发的最大规模冲突，目
前已出现向邻国蔓延之势。不过由于冲突进一
步升级并不符合双方利益，因此这种外溢效应
有限，不大可能导致地区大规模动荡，但可能对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造成影响。

出现蔓延之势

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引发中东各国民众强烈抗议，
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席卷多地。与以色列接壤地区
的部分抗议活动导致暴力事件，巴以冲突出现向邻国蔓
延的势头。

据媒体报道，数百名约旦抗议者近日试图冲击连接
约旦和以色列的艾伦比桥；一些黎巴嫩边境地区的抗议
者试图冲破黎以两国边界围栏，其中一名黎巴嫩人遭以
军枪击身亡。以军则声称近日有人从黎巴嫩和叙利亚境
内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除了民众抗议，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多
个中东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发声谴责以色列。伊朗总统鲁
哈尼16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说，两国作为
地区重要国家应相互合作，以“对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
侵略和罪行”。在伊斯兰合作组织16日召开的紧急视频
会议上，沙特谴责以色列“公然侵犯”巴勒斯坦权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在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
紧急公开会上警告，这场冲突可能将巴以拖入暴力的恶
性循环，给双方人民和整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外溢效应有限

尽管此轮冲突出现向外蔓延之势，不过分析人士大
多认为，这种外溢效应有限，冲突不会上升为地区战争，
且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停火。

土耳其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奥伊通·奥尔汉表示，这
场冲突不会演变成区域性危机。他说，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可能很快就会休战，因
为双方都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更大利益。“像以前一
样，这将是一场没有定论的战争，双方都有可能宣布获
胜。”

巴勒斯坦国立纳贾赫大学政治学博士萨克尔·贾利
勒认为，这次冲突是“局部的、短期的”，虽然黎巴嫩真主
党和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都声援哈马斯，但这
不太可能导致它们和以色列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说，此次冲突
范围有限、局势可控。哈马斯实力远逊于以色列，难以与
其进行持久的军事对抗，近日已释放出停火信号。同时，
巴以双方在冲突中都有国内政治考量，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和哈马斯都希望借此次冲突增加在面对国内竞争
对手时的政治筹码，因此双方在实现了各自利益诉求之
后会“见好就收”。

影响以阿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此轮巴以冲突难以撼动中东地
区整体局势，但或将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造成一定影响。

巴以问题一直是以阿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但近
年来，部分阿拉伯国家因忌惮伊朗地区影响力的加强，
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甚至建交。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表示，此次巴
以冲突表明，巴以问题仍是影响中东安全稳定的基础
性、根源性问题，近年来巴勒斯坦问题持续被边缘化的
趋势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以色列时报》文章说，随着巴以冲突的加剧，阿联
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新近同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
协议的国家陷入尴尬境地，一些国家出现了民间社会团
体呼吁切断与以色列关系的声音。文章认为，以色列与
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倒退”、这场冲突是否会阻
碍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建交仍有待观察。

以色列舆论认为，作为有“潜在”可能与以色列实现
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此次沙特发表了对以色列的强烈谴
责，短期内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变得不现实。

（新华社开罗5月18日电）

·国际观察·

拜登与以总理通话
首次表态支持巴以停火

新华社华盛顿5月17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总统
拜登 17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首次表态
支持巴以双方实现停火。

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拜登表示，以色列应尽一
切努力保护无辜平民。拜登重申对以色列自卫权的坚
定支持，双方还讨论了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等组织实施军事行动的进展。

这是拜登近一周以来第三次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另
据美国务院消息，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与突尼斯、约旦、以
色列等国外长通话讨论巴以冲突问题。

这是拜登首次表态支持巴以停火。美国媒体分析
说，拜登当天首次作出支持巴以停火的表态一定程度上
源于民主党内部压力。多名民主党参议员 16日发表联

合声明，要求巴以冲突双方立即停火，以防止
更多平民伤亡和冲突进一步升级。

连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与
以色列的严重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国防军
和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10日以来双方冲突已致以方10人死亡、百余
人受伤，巴方至少 198 人死亡，其中包括 58
名儿童和35名妇女，另有1300人受伤。

救援人员在加沙城的空袭废墟中搜救。
自 4月中旬斋月以来，巴以双方多次发生

冲突。本月7日和 10日，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
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
禁地”）爆发严重冲突，引发加沙地带巴武装组
织与以色列交火。 新华社发

5 月 16 日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境名
为梅法勒西姆的基布兹（集体农庄）附近
拍摄的以军地面部队。新华社发

自美国和北约 5 月初开始从阿富汗
撤军以来，阿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美国
为从“战争泥潭”脱身，以不负责任的方
式撤军，给阿富汗留下了巨大的“安全
黑洞”，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美国是造成阿富汗恐怖毒瘤的始
作俑者。冷战期间，美国将阿富汗作为
对抗苏联的棋子，向包括本·拉丹势力
在内的极端组织提供大量武器与金钱，
怂恿他们与苏联作战。苏联从阿富汗
撤军后，美国随即抛弃了这些它认为已
没有利用价值的“朋友”，使得阿富汗
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策源
地与庇护所。

自 2001 年出兵阿富汗以来，美国继
续在阿培植利用各种极端恐怖势力，阿
境内恐怖组织逐年增加，这再次印证美
式反恐“越反越恐”。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期间的战争罪
行罄竹难书。美国在“9·11”事件后出
兵阿富汗。20 年来，阿富汗已有 3 万多
名平民被美军打死、炸死或死于美军引
发的战乱，因流弹和爆炸致残的人更是
不计其数……

美国和北约仓促撤军加剧阿富汗
安全危机。外国驻军的无序撤离刺激
了极端恐怖势力的活动。自 5 月 1 日以
来，阿富汗各地不断发生炸弹袭击事

件，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与此同时，塔
利班武装在战场上加强了对政府军的
攻势，双方冲突加剧，致使大量民众流
离失所。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迈克尔·奥汉隆认为，拜登的撤军计
划是一个巨大错误，可能会使阿富汗面
临内战加剧、种族清洗、国家分裂。

阿富汗如今的乱局凸显美国穷兵
黩武的恶果。美国在阿富汗的 20 年是
失败的 20 年。

（新华社喀布尔5月18日电）

美国：脱身“战争泥潭”
留下“安全黑洞”

新华社记者 史先涛

·国际时评·

·关注巴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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