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富汗首都发生
汽车炸弹袭击
16人死亡、119人受伤

据新华社喀布尔9月3日电（记者陈鑫 邹德
路）阿富汗警方3日证实，2日晚间首都喀布尔的
一处外国人居住区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6人死
亡、119人受伤。

喀布尔警察局发表声明说，2日21时45分左右，
一辆载满炸药的汽车在喀布尔第九警区的“绿村”外
被引爆，一处加油站也受波及起火爆炸。声明还说，
喀布尔警方从“绿村”中营救了约400名外国人。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阿富汗办事处工作的中
国公民孟昭瑞说，爆炸地点距离她的驻地只有
200米远，爆炸造成她的住所窗户全部粉碎。据
阿富汗媒体报道，这起爆炸威力巨大，很远处都
能听到爆炸声。

阿富汗塔利班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阿
内政部发言人纳斯拉特·拉希米说，5名塔利班武
装分子在外围发动袭击时被击毙。

“绿村”是喀布尔一处外国人居住区，区内居
住人员主要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外交人员和北约
军方商业合作伙伴等。今年1月14日，“绿村”遭
汽车炸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110多人受伤。

8月底，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政府刚刚结束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九轮谈判，但双方没
有签署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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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 9月 2日电 俄
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日说，俄方已
向北约国家发出集体暂缓部署中短
程导弹的提议。

据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当

天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发
表讲话时说，俄方已把自愿暂缓
部署中短程导弹的想法告知北约
各成员国，建议它们集体响应这
一提议。但北约方面尚未作出肯

定回应。
美国和苏联1987年签署《苏联

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
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规定两国
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

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今年 2
月，美国单方面启动退出《中导条
约》程序。8月 2日，美国与俄罗斯
均宣布《中导条约》当天失效。同一

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
前受《中导条约》限制的常规陆基中
程导弹。8月 18日，美国在加利福
尼亚州试射一枚该条约所限制的常
规陆基巡航导弹。

俄罗斯提议北约暂缓部署中短程导弹

2019年7月7日，中国全民族
抗战爆发82周年纪念日的深夜，日
本共同社发布消息说，日本历史研
究学者松野诚也近日发现一份记
录侵华日军曾在中国战场使用毒
气弹情况的“战斗详报”。这是首
次发现日军毒气部队自己记录的
使用糜烂性毒气等相关信息文件，
铁证如山。

根据松野诚也提供的“战斗详
报”照片显示，1939年7月，侵华日
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在
中国山西省东部山岳地区作战时，
共向中国军队发射231枚可强烈刺
激呼吸器官的“红弹”，以及48枚可
令皮肤及黏膜溃烂的“黄弹”。“战
斗详报”还评价，首次使用“黄弹”

“效果非常好”。
这则重磅消息震惊中日媒

体。松野诚也，这位日本学者的名
字从此走进公众视野。

松野诚也是日本现代史研究
学者，2010年在明治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曾出版多部关于日军生化武
器的书和资料集。

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
所研究员石田隆至告诉记者，松
野诚也高中时期就开始跟随研究
日本毒气战的著名专家吉见义明
一起做相关研究，自此确定了一
生的研究方向，大学时期他又研
究日本近现代史。由于研究课题
的敏感性，松野诚也博士毕业
后，没有一所大学或者研究机构

愿意接收他。
“松野诚也现在所做的研究都

是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利用
业余时间完成的。”石田隆至说。

很多人都不理解松野诚也的
行为。石田隆至表示，作为自己的
好友，松野诚也曾经对他说过，尽
管买下一手史料并无偿提供给出
版社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但他并不
后悔，因为让世界知道真实的历史
正是他的使命。

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日
军侵华历史研究的明治学院大学
教授张宏波说，尽管松野诚也今
年只有40多岁，但他探寻历史真
相的勇气和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令人感佩。

重磅消息揭开神秘面纱 珍贵一手资料重见天日

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气氛依然紧张，双方保持高度戒备

黎以短暂交火的背后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
斯鲁拉2日晚发表电视讲话，谈及
前一天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暗示
此举是为报复两名真主党武装人
员先前在叙利亚遭以军空袭身亡
以及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遭以方无
人机攻击。

以色列8月24日空袭叙利亚
境内目标，造成两名真主党武装人

员死亡。次日凌晨，两架以色列无
人机分别在贝鲁特南郊坠毁和爆
炸，造成真主党媒体中心大楼部分
受损。真主党认为，这两架无人机
均携带爆炸物，是武装无人机，意
在袭击贝鲁特南郊目标。

无人机事件发生后，纳斯鲁拉
在讲话中说，这是自2006年黎以
冲突结束以来以色列首次入侵黎

巴嫩，是一次“危险的袭击”。他警
告，今后会击落任何入侵黎巴嫩领
空的以色列无人机。对于以色列
任何在叙境内杀死真主党武装人
员的行为，真主党将进行报复。

贝鲁特美国大学政治研究系
主任希拉勒·哈尚说，纳斯鲁拉
必须对以方进行报复以“维护其
声誉”。

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地区2日恢复平静，但双方依然保持高度戒备。前一天，黎巴嫩真
主党与以色列政府军短暂交火，不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黎以边境气氛
依然紧张，但现阶段双方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国际观察

天下人物

观察人士认为，黎以此次交火
无论是从袭击目标还是战场的选
择都显现出“审慎态度和仔细考
量”，而且短暂交火很快停止，表明
双方均不希望事态升级以至于引
发大规模冲突。

哈尚说，真主党与以军此次交

火的规模非常有限，这是双方“事先
达成的默契”。他认为，真主党不想
开战，因为一旦开战，它过去这些年
攒下的“人气和家底”会被消耗光。

黎巴嫩政治分析师萨米尔·哈
桑认为，真主党只是想通过1日的
行动向以方发出一个信号，即真主
党武装人员的安全是一条“红线”，
真主党有权利、有能力一战。

黎巴嫩政治分析师拉菲克·纳
斯鲁拉则指出，以色列本月将举
行议会选举，不会选择现在开
战。而真主党也清楚，黎巴嫩目
前经济形势不佳，且真主党自身
遭受美国多轮制裁，如果与以色
列开战，只会让黎巴嫩与真主党
自身的困境雪上加霜。

报复行动

暂无战事

A

B

外溢效应C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黎以边境交火

暂时平息，但真正确保事态不再升级有
赖于双方幕后的力量，即美国与伊朗的
博弈。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
伊朗关系持续紧张。美国一方面对伊朗
及其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实施制
裁，另一方面支持地区盟友以色列对抗
伊朗。

黎以1日发生交火后，黎巴嫩总理
萨阿德·哈里里立即致电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高级顾问，寻
求美法和国际社会介入帮助平息黎以边
境局势。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指责真
主党破坏黎巴嫩及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称美方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罗伯特·达宁说，
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的

“代理人战争”已超出叙利亚边境，扩展
至伊拉克和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对黎巴
嫩的空袭就是一个具体表现。

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
埃兰·勒曼说，目前伊朗在美国极限施压
和严厉制裁下开始在其他地区加强活
动，这促使以色列军队做出反应，以遏制
伊朗的扩张。

黎巴嫩美国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巴西
勒·萨卢赫也认为，以色列最近频繁空袭
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目标，显然
是为了限制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能力，
以阻止伊朗阵营占上风。

一些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近期
一系列强硬动作也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出于议会竞选的需要，向选民展示其保
家卫国的能力和决心，以赢得选票。

以政治分析人士沙卢姆·亚卢沙密
说，在议会选举前，内塔尼亚胡需要的是

“一场谨慎、可控的战争”，因为他很清
楚，在他本人面临腐败指控的背景下，军
事上的失败将意味着什么。

（新华社贝鲁特9月2日电 记者李
良勇）

以色列计划举行
以美俄三方高级别会议

新华社耶路撒冷 9月 3日电（记者陈文仙
吕迎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日表示，以色列
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三方
高级别会议，将继续围绕伊朗和叙利亚等问题进
行磋商。

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三大
目标是阻止伊朗核项目、阻止伊朗向黎巴嫩真主
党等伊朗“代理人”输送精密武器、阻止伊朗及
其“代理人”在以边界巩固势力。“为了实现既定
目标，我们将继续采取一切外交、安全、情报等
方面的措施。”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会议很可能在9月17日
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举行。

今年6月，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负责安全事
务的高级官员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三方会晤，主要
讨论伊朗在叙利亚军事存在议题。由于三方立场
大相径庭，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日前日前，，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生交火。。
图为在黎以边境的以色列军人和军用车辆图为在黎以边境的以色列军人和军用车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迫击第五大
队毒气战相关资料》书中的部
分内容（9月3日摄）。 新华社发

花光积蓄买史料

这位日本学者拿出了
侵华日军毒气战的铁证

8月 26日，一本收录了由侵华
日军记录的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
作战报告的资料集《迫击第五大队毒
气战相关资料》由日本不二出版社在
东京出版发行。该资料集不仅包含
了中日史学界发现的第一份由侵华
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自
己记录的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弹进
行作战的一手作战报告的影印版，还
包含了下达使用糜烂性毒气命令的
军事公文、日军进行毒气战的各个作
战经过绘图以及松野诚也对相关资
料进行的解读、论证等。

不二出版社创始人、78岁的船
桥治说，松野诚也20多年前就和老
师吉见义名一起出版了《毒气战相关
资料II》，松野诚也可以称得上是研

究侵华日军毒气战的第一人。
不二出版社现任社长小林淳子表

示，在日本国内，出版日军侵华战争史
这样的资料集成本非常高。而松野诚
也20多年来能够坚持自费对日军发
动的毒气战、化学武器战等最残酷的
战争史进行研究，实属难能可贵。

石田隆至表示，日本一些右翼势
力以没有发现日军使用毒气的相关
史料为由，试图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
历史。此次松野诚也发现的一手资
料是侵华日军所写的作战报告，粉碎
了右翼势力的图谋。这一珍贵的资
料成为日本“制造毒气弹—下达毒气
弹使用命令—战场使用—被害”这一
完整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据新华社东京9月3日电 记者郭丹）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不久前，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出版了一本揭
露侵华日军使用毒气弹的资料集。

在松野诚也心中，自己的使命就是让世界知道真实的历史。多年来，松野诚也坚持整
理研究侵华日军毒气战历史资料，倾尽所有购买史料并免费提供给出版社，被称为“侵华日
军毒气战研究第一人”。

英国首相重申
将于10月底“脱欧”

新华社伦敦9月2日电（记者梁希之 顾震
球）英国首相约翰逊2日晚在首相府发表声明说，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要求欧盟推迟英国“脱
欧”，英国将在10月31日如期脱离欧盟。

约翰逊当天在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
作出上述表示。他呼吁议员投票反对无意义拖延

“脱欧”的行动。针对外界认为他可能提前大选的
说法，约翰逊公开否认。他说：“我不想要大选，你
们也不想要大选。”

英国议会将于3日结束夏季休会，预计部分
保守党议员将与反对党工党议员联手，准备通过
立法迫使政府将“脱欧”期限推迟到2020年1月
31日，除非英国能和欧盟在10月中旬之前就“脱
欧”达成一项新协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月28日同意约翰
逊的请求，让议会在9月9日至12日期间择日再
次开始休会，直至10月14日。外界批评约翰逊
此举将挤压议会正常议事时间，为议员阻止“无协
议脱欧”设置障碍。

伊朗称有能力在两天内
重启20%丰度浓缩铀生产

新华社德黑兰9月3日电 伊朗半官方媒体
法尔斯通讯社3日援引伊朗原子能组织官员的消
息称，如果其他相关国家没有履行相应义务，伊朗
有能力在两天内重启生产20%丰度浓缩铀。

“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做出决定，它可以在
一至两天内（恢复）生产20%丰度浓缩铀。”伊朗
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说，伊朗有权生产
自己所需要的燃料。

卡迈勒万迪说，伊朗目前也已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中有关重水的限制措施。他还强调，除了伊
核协议框架下的谈判，伊朗原子能组织没有与美
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

今年5月以来，为回应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
协议并对伊朗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伊朗已先后
分两个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涉及
浓缩铀和重水储量限制，以及铀浓缩丰度不得高
于3.67%的限制。伊方表示，如果伊朗在伊核协
议中的利益得到保障，伊朗可以恢复执行协议内
容，否则将进一步中止执行协议条款。

9月3日，工作人员清理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现场。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