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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13 日电
（记者 聂晓阳 陈俊侠）中国常
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
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 13 日在
日内瓦举行的阿富汗人道主义
局势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上表示，
中方将在尊重阿富汗意愿和需
求的基础上，继续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
经济发展。

陈旭在发言中表示，作为阿
富汗近邻，中国始终尊重阿富汗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
涉阿富汗内政，奉行面向全体阿
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中方已
决定向阿富汗紧急提供价值 2
亿元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
疫苗和药品，将向阿富汗人民首
批捐赠 300 万剂新冠疫苗，并愿
向阿富汗提供更多防疫和应急

物资。
陈旭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

为缓解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帮
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局势平稳过
渡、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发挥更大
作用，欢迎联合国发起本次对阿
富汗人道主义援助紧急呼吁，支
持联合国和其他涉及阿富汗问
题的多边机制加强合作，相互补
充，形成合力。

陈旭在发言中强调，国际社
会 需 要 加 大 对 阿 富 汗 援 助 力
度。美国及其盟友更有义务向
阿富汗人民提供经济、民生和人
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应注意
把解决紧急人道主义需求与帮
助阿富汗实现可持续发展相结
合，推进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国际社会只有尊重
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

重阿富汗人民意愿、坚持“阿人
主导、阿人所有”的原则，才能真
正为阿富汗和平重建发挥应有
的建设性作用。

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高级别
部长级会议由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召集，近 90 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
议。

中方将继续支持
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挨“炮轰”

布林肯是首名因美国从阿富
汗撤离行动接受国会质询的拜
登政府官员。众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两党成员当天对他的质
询持续大约5小时。

一些共和党众议员挥舞着死
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爆炸的
美军士兵照片，提高声调向布林
肯发问，称美国从阿富汗撤人行
动堪比“灾难”。

阿富汗塔利班 8 月 15 日控
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及其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匆忙组
织撤离。喀布尔机场外 8 月 26
日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大量阿
富汗平民和 13 名美军士兵死
亡。这是 10 年来驻阿美军伤亡
最惨重事件。

美军最后一架撤人军机 8月
30日深夜飞离喀布尔机场，由美

国发动、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
争由此结束。美国没有带走所
有希望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
以及相关阿富汗人。美国国务
院估算仍有大约100名美国公民
滞留阿富汗。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众
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听证会上
说，美国仓皇从阿富汗撤人堪称

“一场史诗般的灾难”。
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

员史蒂夫·沙博措辞更为严厉，
称美方撤人行动是“耻辱”。纽
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李·泽
尔丁批评，不仅方案“存在致命
缺陷”，执行过程也是“一塌糊
涂”。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格雷戈里·米克斯
用词相对婉转，但强调美方撤人
方案存在问题，撤人“肯定（本）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推进”。

忙“甩锅”

面对多名众议员“炮轰”，布
林肯始终强调，悲剧祸端是唐纳
德·特朗普领导的前任政府。他
说，就撤离阿富汗，“我们只继承
了一个最后期限，并没有撤离方
案可以继承”。

近一段时间，拜登政府把美
方从阿富汗紧张撤人归咎于特
朗普，称后者在任时与塔利班达
成撤军协议，本届政府只是遵循
既定承诺，还把特朗普所定撤军
期限推后了几个月。

布林肯在听证会上形容美方撤
离行动是一场“非比寻常的努力”。

就阿什拉夫·加尼领导的阿
富汗政府迅速垮台一事，布林肯
辩称，拜登政府经常评估阿富汗
政府能坚持多久，“但最悲观的
评估也没能预料到美军撤出前，
阿富汗政府军便已溃败”。

在布林肯看来，美军继续留
驻阿富汗没有任何意义，“没有
证据显示，继续留驻阿富汗会令
阿富汗安全部队或阿富汗政府
更加坚韧或自立”。

一些共和党人对布林肯的辩
驳并不买账。佛罗里达州联邦
众议员格雷格·斯托伊布说：“你
不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特朗
普政府。你所在的政府可是实
时见证了发生在阿富汗的情况，
却无动于衷，不加阻止。”

个别共和党众议员另有看
法。伊利诺伊州联邦众议员亚
当·金津格说：“在政策制定之初
特朗普政府有错，拜登政府则在
执行过程中有败笔。”

受压力

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泽尔丁在听证会上对布林肯说：

“我认为你应该辞职。”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当天在布

林肯出席众议院听证会之前以
“炒掉布林肯”为标题发布声明。

该委员会主席伦娜·麦克丹
尼尔在听证会结束后说：“今天
的听证会令布林肯的失败和谎
言更为清晰。拜登别无其他选
择，只能解除布林肯职务，让他
为这一灾难承担责任。”

拜登本人也因阿富汗撤离行
动遭共和党人喊话“辞职”。喀
布尔机场外爆炸袭击致 13 名美
军士兵死亡事件发生后，国会多
名共和党籍议员炮轰拜登对阿
富汗政策，有人要求他辞职，或
提议对他发起弹劾。

拜登政府官员接下来可能会
因阿富汗政策受到更多质疑。
布林肯本人定于 15 日出席参议
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

（新华社专特稿）

接受阿富汗政策质询
布林肯在众议院遭“轮番轰炸”

这是 9 月 9 日在金边拍摄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航拍照片）。
中国援柬体育场是迄今对外援助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体育场。体育场整体呈帆船造型，

设计吸收了古代吴哥窟建筑工艺精髓，同时使用中方自主研发的一流工艺技术，实现了绚丽
多姿的高棉文化同中国“大国工匠”精神交相辉映的完美融合。 新华社发（陈刚 摄）

全景看中国
援柬体育场项目

新华社华盛顿 9月 13 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
国白宫副新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 13日表示，
美方对朝政策立场并无变化，美方仍准备与朝鲜展
开外交接触，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目标。

让-皮埃尔是在朝鲜当天宣布成功试射新型巡
航导弹后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作
出上述表示的。她还重申美方与朝方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不设前提条件展开会面的提议。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当天在国防部记者
会上说，美方注意到有关朝鲜试射巡航导弹的报
道，正与盟友展开密切磋商并将继续关注事态发
展。他还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

美国国务院10日说，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金
圣13日至 15日将在东京与日韩官员就朝核等问题
举行双边和三边会晤。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 11 日和
12日分别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试射
导弹飞行 7580 秒，精确打击了设定在 1500 公里外
的目标。报道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压
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遏
制手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拟于 15日将
4名“普通人”送入太空，展开人类历史上首次“全平
民”团队绕地球轨道飞行。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富商贾里德·艾萨克曼为
这次太空之旅掏腰包。搭载他和另外3名乘客的太
空技术探索公司“龙”飞船，15日将在位于佛罗里达
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由“猎鹰 9”号火箭发射升空。
预计当晚8时以后5个小时内气象条件适宜发射。

新高度

飞船将抵达 575 公里高空轨道，在这一高度绕
地球飞行。乘客可透过气泡状窗户饱览太空景色。

飞船将以 2.7 万多公里时速飞行，每 90分钟绕
地球一圈。这次飞行轨道高度比国际空间站所在
轨道高出160公里。

艾萨克曼等4人将乘坐“龙”飞船绕地球飞行 3
天，其间将有专门设备检测他们的睡眠、心率、血
压、认知能力等身体状况。与国际空间站不同，

“龙”飞船空间狭小，没有专门的睡眠区、工作区和
厨房，卫生间仅由一道帘子分隔。他们将在旅程中
吃冷比萨饼等即食食品。

自动飞行

“龙”飞船先前曾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运送
10 多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15 日将是第一次
搭载无航天职业经历的“普通人”展开太空之旅。
绕地飞行任务结束后，“龙”飞船将携乘客返回地
球，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降落。

“龙”飞船将自动完成这次飞行任务。不过，艾
萨克曼等 4人行前接受数月训练，包括利用模拟飞
行器模拟各项关键操作、接受离心机超重训练、在
抛物线飞行中体验失重、在美国西北部雷尼尔山高
海拔雪地徒步。

艾萨克曼以支付技术起家，是一名狂热的飞行
爱好者。他计划通过这次太空之旅为美国圣祖德
儿童研究医院筹款 1亿美元，而他自己会额外向这
家医院捐款1亿美元。

这次太空之旅的另外 3名乘客为：42岁美国空
军退役军人、数据工程师克里斯·塞姆布罗斯基、51
岁地球科学家莎恩·普罗克托和圣祖德儿童研究医
院 29 岁医师助理海莉·阿西诺。阿西诺幼年患骨
癌，左腿股骨大部分截除，由一根钛棒替代。她将
成为身有假体进入太空的第一人。

（新华社专特稿）

新西兰和德国研究人员成功教牛
“如厕”，希望有助于减少水污染和温室
气体排放。

据德新社 14 日报道，新西兰奥克
兰大学研究人员林赛·马修斯和道格拉
斯·埃利夫在德国农场动物生物学研究
院经营的一家农场对 16头牛进行如厕
训练。

马修斯和埃利夫在一份声明中说，
实践证明大多数牛经训练可以“憋尿”。

马修斯、埃利夫和他们的德国同事
在农场以一间牛舍作为“牛厕”。这间
公共厕所呈亮绿色，有别于其他牛舍。
这些牛如果在“牛厕”排尿，会得到食物
奖励；如果在错误地点排尿，研究人员
让它们的颈圈震动，让牛不舒服。

15 天训练结束时，12 头牛学会去
“牛厕”排尿，且日常“如厕率”达到
75%。

牛尿氮含量高，排放后会污染水或
者转化为一氧化二氮。“如果我们能收
集10%至 20%的尿，就足以显著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和硝态氮淋失。”埃利夫
说。 （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莫斯科 9月 14 日电（记者 胡晓光）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新闻处 14 日通报说，俄总统普
京当天在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表示，
因自己身边的人中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他不得
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自我隔离。

通报说，普京将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计划本周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重要会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对媒体说，普京
在身边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后接受了核酸检测，目前
身体很健康。今后一段时间内，普京将不会举行面
对面的活动，进行自我隔离，但这不会影响他在线
工作的强度。

9 月 13 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学
校，学生佩戴口罩返校。

当日，罗马尼亚全国中小学开学。由于新冠
疫情日趋严重，政府要求所有人员必须戴口罩。

新华社/欧新

SpaceX“全平民”团队
绕地飞行在即

普京宣布
因接触新冠病人进行自我隔离

罗马尼亚：开学啦！

美国白宫说

仍准备与朝鲜展开外交接触

助减排

科研人员教牛“如厕”

日本消息人士 14 日说，前
防卫大臣石破茂决定放弃竞选
自由民主党总裁、即党首，可能
支持眼下民意支持率最高的行
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只是，石破与党内大佬安
倍晋三、麻生太郎向来不合，而
河野希望争取后两人支持。与
石破合作，是福是祸，尚难断
言。

石破弃选 三足鼎立

《朝日新闻》报道，石破拟
于 15 日召集“石破派”议员开
会，正式宣布弃选，支持河野。
这意味着，自民党总裁选举将
形成河野、前外务大臣岸田文
雄和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三足
鼎立格局。河野、岸田和高市
都已宣布参选。

围绕自民党新党首人选，

多项民意调查显示石破所获支
持率排名第二，仅次于河野。
他近几天一直在考虑是否参加
定于29日投票的党首选举。

石破曾四次竞选自民党党
首，四次落败，主要原因是在党
内缺乏盟友，孤掌难鸣。他的
一些密友认为这次胜选可能性
也不大，因而劝他放弃。

石破领导的党内派系“石
破派”只有 17 名国会议员，难
以满足正式参选党首需要 20
名国会议员推荐这一条件。一
些成员主张借助支持河野实现
石破的政治目标。

现任首相菅义伟 3 日突然
宣布，不参加党首选举。这意
味着他将在 30 日党首任期结
束时卸任首相。民众不满菅义
伟内阁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
令其政权运营难以为继。

自民党长期占据国会众议

院多数席位，新任党首有望出
任下一届首相。

强强联手 是福是祸

据共同社报道，河野 13 日
拜访石破，谋求支持。两人谈
了大约 20分钟。河野承诺，如
果当选党首继而出任首相，将
以全党一致的态势迎接国会众
议院选举，“也将最大限度发挥

‘石破派’的力量”。
朝日电视台评论员玉川彻

认为，根据一些民调，河野和石
破各自所获支持率相加超过
50%，如果石破的支持者流向
河野，河野将处于最有利位置，
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获
胜。只是，“安倍和麻生会就此
沉默吗”？

据《读卖新闻》早前分析，
石破的支持可以帮助河野争取

更多普通党员和年轻国会议员
支持，但那样一来河野恐怕会
得罪素来与石破立场对立的安
倍和麻生。

石破曾与麻生、安倍竞争
党首职位。麻生担任首相时，
他支持“麻生下台”；安倍第二
次出任首相期间，他不断批评
安倍内阁施政。

河野属于麻生领导的自民
党第二大派系“麻生派”。有分
析认为，如果河野同石破合作，
麻生可能与能够影响党内最大
派系“细田派”的安倍联手，举
起“反石破”旗帜，力阻河野胜
选。那将是高市和岸田梦寐以
求的。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
高级官 员先前告诉《读卖新
闻》，河野如果与石破合作，“将
引发不良化学反应”。

（新华社专特稿）

有望获石破茂支持“河野首相”稳了？

英国安德鲁王子的美国律师 13 日
说，一名美国女子对安德鲁提起的性侵
指控不实。安德鲁方面另对这起诉讼
提出异议。

律师安德鲁·布雷特勒13日以电话
方式出席纽约州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
听证会，称这起诉讼“毫无根据、不可行
且可能违法”。

安德鲁现年61岁，是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三个儿子中的次子。美国女子
弗吉尼娅·朱弗雷 8月 9日通过律师向
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安
德鲁在她不满18岁时多次对她性侵。

朱弗雷现年 38岁，她在诉状中称，
自己当年经常遭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
斯坦侵犯，并被后者“出借”给其他权势
人物性侵，其中一人是安德鲁。

爱泼斯坦 2019 年 7 月因涉嫌合谋
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被捕，同年 8月
10日在纽约一座监狱死亡。法医认定
爱泼斯坦自杀。 （新华社专特稿）

否认性侵

英国安德鲁王子律师称
指控“毫无根据”

中
国
代
表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13 日就美国从阿富汗撤离行动接受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质询，遭遇大量
质疑、批评和谴责。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当天敦促总统约瑟夫·拜登解除布林肯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