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美国计划9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中东和平峰
会”，届时阿联酋和以色列将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埃及、
约旦、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苏丹等国领导人受邀出席。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雷卡
特日前表示，巴勒斯坦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野心的受
害者”。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自身选举利益驱动下大幅
调整中东政策，更加明显地偏袒以色列，加大对阿拉伯国家
施压力度，导致巴勒斯坦利益成为牺牲品。在美国政策转
变和伊朗影响力增强的背景下，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
之间关系走向缓和，巴以问题逐渐边缘化，中东局势的焦点
正在转移。

国际观察

全球抗疫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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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智慧·力量
——全球抗疫的中国贡献

截至9月9日，新冠病毒已夺走至少89万条生命，造成2700多万人感染。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中国高效应对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努力受到关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为全球抗疫贡献着“中国信心”“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
显示，截至9月8日24时，中国内地
现有确诊病例165例，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超8万例。

作为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第一个
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抗疫的
重大战略成果无疑为世界其他国家
抗击疫情注入了信心和希望。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
日前在日内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提供了
有益经验，积极参与抗疫国际合作展
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取得的
成果让世界对抗击疫情更有信心。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得比中
国更好。”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说，整个世界都感谢并赞赏中方应
对疫情的努力与成效。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不久前
发表社论说，应对新冠疫情需要各国

进行开放式协作；中国已基本控制住
本国疫情，其他国家可以学习中国在
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教授彼
得·霍特兹指出，中国为阻止疫情向
境外蔓延，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隔离和
检测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
中国对全世界抗疫的重大贡献。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危机，中国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
生事业尽责，坚定与世界携手抗疫，作
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有益经验。

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有关国家
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第一
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第
一时间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

……中国的做法让越来越多的国家
真切体会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重
要性。

今年以来，中国同其他国家、国
际和地区组织开展疫情防控交流活
动70多次，为超过180个国家举办卫
生专家专题视频会议，毫无保留同各

方分享中国防控和救治的经验。
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习近

平主席表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
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瑞士
西区经济发展署前署长、中国问题专

家菲利普·莫尼耶对此印象深刻，认
为这将惠及发展中国家，是对人类的
巨大贡献。

在全球携手抗疫的过程中，中国
企业也在积极参与。比如上海复星
医药集团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
作开发的一款mRNA（信使核糖核
酸）疫苗，成为德国首款获批进入临
床试验的新冠候选疫苗。

正是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把中
国与世界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危急的时刻，
国际社会纷纷表达温暖和善意。疫
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后，中国在自身疫
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
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面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疫情上
升态势，习近平主席开展“云外
交”，通过电话、信函、视频等灵活
多样的方式同各国领导人和国际

组织负责人保持沟通，推动全球团
结抗疫。

中国的大型运输机运－20“鲲鹏
展翅”飞出国门，将紧缺的抗疫物资
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不仅如此，中国
政府还通过鼓励航空公司“客改货”、
增加中欧班列班次密度等，不断打通
防疫物资“补给线”。

目前，中国防疫物资已被送往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向32个
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
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
援助；面对世卫组织最大出资国美国
宣布“断供”，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供
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

在非洲，“中国真正做到了同
非洲人民站在一起、共克时艰。”肯
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

尔·图朱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他认为，非洲疫情防控的成
果，离不开来自中国的医疗队和抗
疫援助物资。

人类祸福相依、寰球同此凉热。
在大规模传染病这个人类共同的敌
人面前，只要一个国家还有疫情，全
球抗疫就没有结束。重大危机面前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
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除了美国的政策变化，中东地缘政
治格局的演变也是巴以问题边缘化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
将巴勒斯坦建国作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
正常化的前提，但近年来地区局势的变
化使这一立场出现松动。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近年来在中东
地区整体上呈现战略收缩态势，一些地
区大国的影响力因此得以扩大。其中，
什叶派主导的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
门等国的活动引起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
家的警惕，它们因此逐渐和同样敌视伊
朗的以色列走近。

清华大学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表
示，在阿联酋和沙特等海湾国家眼中，伊
朗比以色列更具威胁。希伯来大学杜鲁

门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沙凯德认为，今后
一段时期，中东地区将分化为两个阵营：
伊朗及其支持者是一个阵营，反伊朗势
力是另一个阵营；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
家之间的矛盾将退居次要地位。

此外，埃及分析人士哈立德在《金字
塔报》撰文指出，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的
中东年轻一代没有上辈人的历史负担，
他们更关心的是工作、改革和机会，对巴
以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下降。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伊斯兰世界研究
所前所长阿里夫认为，阿拉伯各国都面
临安全与发展等多方面挑战，都在集中
精力优先解决自身问题，因此巴以问题
日渐边缘化。这虽然令人遗憾，但是事
实。 （新华社开罗9月8日电）

近一个月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外交
动作频频。8月13日，以色列与阿联酋
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协议，同意实现关系
全面正常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下
旬访问中东五国，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和美国总统高级顾
问库什纳接连访问中东。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近来在中东的
一系列举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特朗普
政府对美国国内选举政治的考量。

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阿什拉维
表示，特朗普及其团队迫切希望把以色
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协议定义为“一项历
史性成就”，因此“正在疯狂搞一场旨在
提高他选举获胜机会的白宫秀”。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伊斯兰及中东研
究系教授毛兹认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主要

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福音派的选票，这个群
体可以只在乎以色列而不在乎巴勒斯坦”。

数据显示，福音派教徒约占美国选
民人数的四分之一。在2016年美国大
选中，有约八成白人福音派选民投票给
特朗普，这对他胜选至关重要。美国舆
论普遍认为，特朗普若想连任，需要继续
得到福音派的大力支持。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为迎合亲以
色列选民，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在巴以问
题上的立场，更加明显地偏袒以色列，包
括将美国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出
台十分有利于以色列的“中东和平新计
划”。随着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特朗普急
需外交政绩，因此极力推动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缓和关系，而对其选举利益影
响不大的巴勒斯坦则被漠视。

大幅调整中东政策 巴以问题逐渐边缘化

美国强推中东“变焦”
特朗普政府意在选举

巴以问题日渐边缘化

“中国精神”注入信心

“中国智慧”提供借鉴

“中国驰援”传递力量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9月9日发生针对第一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车队的爆炸袭
击，造成10名平民死亡。萨利赫本人受轻伤。

图为人们在爆炸现场查看。 新华社/美联

阿富汗副总统遇袭受轻伤 10人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9月8日电（记者吴
刚）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中心8
日发表公报说，俄战机当天对试图抵近
俄边界的挪威、美国、瑞典三国侦察机
进行了拦截。

公报说，俄北方舰队所属防空力量
当天通过雷达在巴伦支海中立水域上空
监测到一架试图抵近俄边界的挪威猎
鹰-20侦察机，随后派出一架米格-29战
机进行拦截。俄战机对挪威侦察机进行

了伴飞，未使其进入俄领空。在挪威侦
察机调转方向远离俄边界后，俄战机安
全返回基地。

公报说，俄罗斯战机当天还在波罗
的海中立水域上空对试图抵近俄边界的
美国RC-135侦察机和瑞典“湾流”侦察
机进行拦截，未使其进入俄领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经常抵近俄
边界进行侦察活动，俄罗斯一直对此坚
决反对。

俄战机拦截挪威、美国、瑞典侦察机

新华社德黑兰9月 8日电（记者陈
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
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当天表示，在纳坦
兹核设施厂房发生火灾后，伊朗已开始在
该设施附近建设一个更加先进的离心机
组装大厅。

萨利希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
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说，伊朗政府已经决定
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山峦的中心地带建
设一个更现代、更宽敞、更全面的组装大
厅，这一工作“已经开始”。

纳坦兹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建于地
下，占地10万平方米，是处于国际原子能
机构监控之下的几处伊朗核设施之一。
7月2日，纳坦兹核设施厂房发生火灾，离
心机组装大厅和部分精密仪器受损。伊
朗原子能组织随后表示，火灾由蓄意破坏
导致，将在合适时机公布调查结果。

7月6日，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
迈勒万迪表示，伊朗将为纳坦兹核设施建
设一个更加先进的厂房，并配备更先进的
设备来替代原有设施。

伊朗宣布启动建设更先进的离心机组装大厅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持续蔓延，今年以来累计过火面积达到200万英亩（约
8094平方公里），突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图为9月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托尔豪斯拍摄的燃烧的树木。 新华社/路透

美国加州山火蔓延

美国股市六大技术股票的总市值在
过去3个交易日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

其中，苹果公司股票市值过去3个交
易日下跌大约3250亿美元。苹果股票市
值8月19日触及2万亿美元关口。

同期，微软公司市值减少2190亿美
元；亚马逊公司市值下跌1910亿美元；字
母表市值下跌1350亿美元；脸书市值下
跌890亿美元。

另外，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股价8
日下跌21%，创这一股票史上最大单日
跌幅。路透社报道，特斯拉股价大跌的一
个原因是“意外”未被纳入标准普尔500
种股票指数。过去3个交易日，特斯拉市

值蒸发1090亿美元。
供职于美国杰弗瑞集团的贾里德·魏

斯费尔德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记者，苹果市值在3个交易日内失去大
约3250亿美元，相当于跌去大约1.5个销
售力量网络公司（的市值），或相当于跌去
苹果2021年预期营收。

然而，对比上述六大技术股票自今年
年初以来的涨幅，合计跌去1万亿美元市
值不足以让人惊慌。今年年初，这六大技
术企业市值合计大约5万亿美元。截至8
日收盘，这几家企业市值合计7.1亿美
元，比今年年初多2.1万亿美元。

卜晓明（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六大技术股三天蒸发超万亿美元

据新华社旧金山9月8日电（记者吴
晓凌）美国波音公司8日说，该公司在盐
湖城生产的787梦想客机水平尾翼存在
质量问题，可能导致787梦想客机交付
延迟。

波音公司说，今年2月份发现787梦
想客机水平尾翼某些部件在生产过程中
受力过大，造成部件间隙大于规定的千分
之五英寸（0.127毫米），可能导致水平尾
翼过早老化。

波音公司发言人杰西卡·科瓦尔说，公
司正着手在尚未交付的飞机上解决该问

题，包括测量并在需要时填充部件间隙等。
科瓦尔说，在已交付的982架787梦

想客机中，据信共有893架受到该质量问
题影响。公司正就如何对已交付飞机采
取补救措施进行评估。她说，在役的787
梦想客机现在都未达到老化窗口期，因此
这并非急迫的飞行安全问题。

此前，波音公司还发现在南卡罗来纳
州工厂生产的787梦想客机存在机身后
部连接处内部蒙皮不够光滑等问题。

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正在进行相关
调查。

波音787梦想客机水平尾翼出现质量问题

9月9日，由中国驻马来西亚
大使馆主办、马来西亚国家电影
发展局联办的“爱”微电影及音乐
视频（MV）大赛9日在吉隆坡开
幕。此次大赛旨在为原创作者提
供平台，展现人们在面临生活中
突如其来的变化和困境时，尤其
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展
现出来的无私关爱和感人故事。

图为来宾出席“爱”微电影
及音乐视频（MV）大赛开幕式时
合影。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中马联办
微电影及音乐视频大赛

讲述抗疫故事

以色列与阿联酋8月13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和平协议，同意实现关系
全面正常化。巴勒斯坦方面指责该协议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犯”。

图为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抗议以色列与阿联酋达成
的和平协议。 新华社发（尼达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