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28日，一名阿富
汗塔利班人员站在喀布尔
街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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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近日在东南亚访问期
间，一边摆出和本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的姿
态，一边肆意抹黑中国，渲染“中国威胁论”，
其“葫芦里的药”无非是打着“合作”的幌子，
挑拨地区内国家与中国关系，使其配合美国
围堵遏制中国。

然而从哈里斯到访国家的反应来看，人
们对她兜售的药并不买账。据媒体报道，新

加坡外长维文表示，新加坡
“不想被利用”。越南政府总
理范明政表示，越方高度重视

发展对华关系，这是越南对外
政策的战略抉择和头等优先。

哈里斯的药之所以卖不出去，
是因为美方的渲染炒作完全颠倒黑白，

充分暴露美方污华反华的“鬼心机”，不
符合东南亚国家利益。访问期间，美方刻

意制造“中国南海胁迫论”，妄称中国破坏“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不实之辞罔顾南海问题
的历史经纬和事实，无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
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有专家指出，美
国不过是想把东南亚打造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的前沿地带。美方的卑劣企图妨害地区和平稳
定，危害东南亚国家发展，怎能让人买账？

哈里斯的药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行
胜于言，到底谁真心合作，谁虚情假意，一看
行动便知。这些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
贸联系不断加深。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守望相助，推进各领域合作。今
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方
务实合作不断深入。反观美国，前总统特朗
普任期内对东南亚地区明显忽视，并采取极
具破坏性的外交方式，令地区国家倍感失落
甚至愤怒；拜登政府执政半年多来对东南亚

地区同样不太上心。
哈里斯的药之所以卖不出去，还由于近

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多行不义，其自私自
利、霸凌霸道的丑陋嘴脸暴露得日益清晰。
任性“毁约”“退群”、大肆囤积疫苗、泛化国家
安全概念、滥施“长臂管辖”……这样的国家
谁会信任？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日前在美国

《外交政策》杂志文章中说，如今，很少有国家
真正愿意加入美国发起的孤立中国或者与中
国彻底切断联系的行动，反倒是美国可能会
发现“自己已成为孤家寡人”。

哈里斯的药，违背人心所向、悖逆时代潮
流，兜售不出去是必然的。这样的外交失败
警醒美方，不要低估独立自主在地区国家人
民心中的分量，不要高估自己的地位和权威，
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据新华社香港8月29日电 记者张崇防）

哈里斯“葫芦里的药”为何卖不出去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28日称，正
在筹备“组阁”，预期一两周内完成。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
先前告诉路透社，将在一周内发布“组
阁”消息，后来更正为“一周或两周”。

穆贾希德说，塔利班已经任命34
个省中33个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以
及公共卫生、教育和中央银行等关键部
门的负责人。

路透社问及“内阁”成员中是否有
女性，穆贾希德没有明确答复，仅说这
由塔利班领导层决定。

穆贾希德谴责美军无人机27日在阿
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空袭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阿富汗分支人员，称这是“对阿富汗
领土的攻击”。不过，他呼吁美国等西方
国家今后与阿富汗保持外交关系。

另外，塔利班28日宣布，已经下令
银行恢复营业，每周取款限额为200美
元或2万阿富汗尼。穆贾希德表示，阿
富汗尼贬值是局势骤变引发的“暂时”
现象，“一旦新的政府系统开始运作，情
况将恢复正常”。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阿富汗塔利班称

一两周内“组阁”
阿富汗塔利班28日说，塔利班人员已经进驻

喀布尔机场内一些区域，但美方否认这一说法。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同一天说，喀布尔机场

“很可能”36小时内再次遭遇袭击。
依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拜登28日上午与国家

安全班子和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开会。拜登说，当
地局势依然“极为危险”，针对喀布尔机场的“恐怖
袭击威胁依然高”。“我的指挥官们告诉我，24至36
小时内，很可能发生袭击。”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同样发布警告，说喀布尔
机场面临“具体、可信”的袭击威胁，敦促在喀布尔
机场附近的美国人“立即离开”。

喀布尔机场外围26日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和
枪击，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至少170名阿富
汗平民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
称发动这次袭击。作为反击，美军派出无人驾驶飞
机27日在阿富汗炸死两名、炸伤一名“伊斯兰国”
阿富汗分支成员。

拜登28日说：“这次打击不是最后一次，我们
将继续追剿参与那次令人发指袭击的任何人，让他
们付出代价。”

拜登说，美方继续在阿富汗撤离人员，“昨天又
撤出6800人，包括数百名美国人”。

五角大楼28日说，本月14日以来，美国已经
从阿富汗撤出超过11.7万人，其中大约5400人是
美国公民。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说，仍有大
约350名美国人希望离开阿富汗，大约280名美国
人准备留下或没有向政府说明他们的打算。

美国定于8月31日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并在这
一期限内撤出美国公民和曾为美国服务的阿富汗
人。塔利班已经表示，不会允许美方延长撤军时间。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28日说，驻喀布尔
机场的美军已经开始撤离，但拒绝披露美军现有人
数。美联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驻机场的美
军已经从最多时大约5800人降至不足4000人。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28日表示，
塔利班人员已经进入并控制喀布尔机场内一些区
域，将在美军撤离后和平接管机场。塔利班另一名
发言人比拉勒·卡里米也在社交媒体表示，塔利班
人员已经进驻喀布尔机场部分军事区域。

然而，柯比否认塔利班方面的说法，也拒绝说
明美军空袭“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行动是否获
得塔利班提供的情报及其他帮助。一名塔利班人
员29日告诉路透社，塔利班的工程和技术人员已
经准备接收机场，“我们正等待美国人最后点头，继
而完全掌控机场。双方都希望快速交接”。

法新社描述，28日，机场地面设施和附属建筑到
处可见全副武装的塔利班人员，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在候机楼楼顶监视着他们。报道说，阿富汗战争开始
20年后，这对敌手相距仅30米，却没有开枪。

在28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最后一批飞机起
飞前”，塔利班人员是否会进入场接管安保时，柯比
回答：“我不会讨论这些细节……在我们的行动中，
我们始终有能力自卫。”

英国28日结束撤离平民的行动。前一天，法
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政府分别宣布，撤离本国公
民及相关阿富汗人的行动已经结束。一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西方国家安全官员29日
告诉路透社，喀布尔机场待撤平民
只剩“1000人出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富汗
人在机场外告诉美联社，他曾为驻
阿美军担任翻译，试图搭乘飞机离
开阿富汗，通过了3道塔利班关卡，
在第四道被拦下。塔利班人员告诉
他，美方只允许持有美国护照的人通
过。“我看不到希望。如果撤离行动
结束，我们会怎么样？”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27日表示，美方自本月14日以来已从阿
富汗撤离约10.5万人，其中包括约5100
名美国公民。目前，德国、西班牙、加拿大
等国家已宣布结束从阿富汗的撤离行动，
英国的撤离行动也进入最后阶段。

阿富汗局势出现重大转变后，随之
而来的难民问题给欧洲
提出新挑战。作为欧
洲门户之一，希腊的
边境或面临较大压
力。希腊移民和庇护
部部长诺蒂斯·米塔
拉希 27 日在议会
提及阿富汗最近

事态发展
时表示，
希腊不

会像2015年至2019年那样成为非正
常移民流入欧洲的门户。

此外，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近日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两人同意
应向距离阿富汗较近的国家提供支
持。米佐塔基斯23日对来访的欧洲议
会官员表示，希腊正在保护本国也是欧
盟的边界。

27日晚，24名阿富汗难民乘机抵达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军用机场。葡总统德
索萨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对
于那些在困难时期帮助过葡萄牙军人的
阿富汗人，葡萄牙有义务在他们面临困
境时伸出援助之手。葡国防部长克拉维
尼奥说，葡方此次共帮助撤出58名阿富
汗人，其中包括为葡军服务的翻译人员，
第二批难民将于28日抵达里斯本。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26日发
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此前美方确认
袭击造成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美
国认为“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实施了
袭击。另据美国媒体援引阿富汗卫生
部门官员的话报道说，袭击目前已造成
至少170人死亡。

27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
尔·厄本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美军无
人机当天在阿东部楠格哈尔省对一名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人员实施空
袭。初步迹象表明，目标已被打死。

撤离进入倒计时

阿富汗难民问题带来新挑战

飓风“艾达”逼近

美国担心“卡特里娜”灾难再现

飓风“艾达”29日凌晨升级为
四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逾每小时
209公里，预计当天下午将登陆美
国路易斯安那州，风力将超过16年
前同一天登陆该州的三级飓风“卡
特里娜”。大批当地居民担心惨象
重现，急忙撤离。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说，“艾
达”28日晚经过墨西哥湾“超级温
暖”水域，风力显著增强，29日凌晨
已演变成四级飓风。

在美国的萨菲尔—辛普森飓风
风力等级体系中，飓风分五级，四级

为次高级。
“艾达”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第

九个获得命名“待遇”的风暴和第四
个飓风。气象专家估计，“艾达”的
风力在登陆前就将超过去年8月底
袭击路易斯安那州的四级飓风“劳
拉”。不过，居民们更害怕“卡特里
娜”灾难重现，后者带来的惨痛景象
仍历历在目。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
登陆路易斯安那州海岸。超过1800
人在那次灾害中遇难，损失共计
1760亿美元。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8月28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人们用木板加固商店门窗。
新华社/路透

一辆特斯拉汽车28日在美国佛
罗里达州奥兰多市附近的州际公路上
接连撞上一辆停靠路边的警车和一辆
抛锚的汽车，一名巡警险些受伤。

佛罗里达州公路巡逻队在社交
媒体说，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在4
号州际公路抛锚，驾车人拦下一辆
警车求助。巡警下车后，一辆特斯
拉汽车突然撞上警车，接着撞上抛
锚车，巡警“非常幸运地”躲过车祸。

一名警方发言人告诉《奥兰多
哨兵报》，事发时间为早晨近5时，

当时那名公路巡警停好车并打开车
辆双闪应急灯、下车去帮忙，侥幸没
有受伤，肇事的特斯拉Model 3型
汽车司机和抛锚车司机受轻伤。

特斯拉司机告诉警方，当时正
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驾驶。

警方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现场照
片显示，抛锚车车头、警车的一侧和
特斯拉车头右侧严重受损。警方正
在调查这起事故是否与特斯拉的自
动辅助驾驶功能有关。

安晓萌（新华社微特稿）

特斯拉汽车在美国撞上停泊的警车

丹麦6名研究人员意外发现了
据信为地球“最北端”的岛屿，距离
北极700多公里。

据法新社28日报道，丹麦哥本
哈根大学6名研究人员今年7月意
外踏上这座袖珍岛屿。他们原计划
前往欧达克岛采集样本，该岛1978
年被发现后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地球

“最北岛屿”。研究人员莫滕·拉施
说，由于导航出错，他们乘直升机降
落在欧达克岛以北780米的一小片

陆地，把那里当成欧达克岛，后来发
现那是“更北的一座新岛屿”。

丹麦地球动力学专家雷内·福
斯贝尔说，这块大约长60米、宽30
米的新发现土地可以被称作岛屿，

“目前是世界最北端土地”。
没人清楚它会存在多长时间。

拉施说，这可能是一座“短命岛屿”，
在新的风暴袭来时消失。研究人员
考虑以格陵兰岛语言“最北岛屿”为
它命名。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研究人员意外发现地球“最北”岛屿

8月28日，在印度阿萨姆邦一个洪水泛滥的村庄，人们涉水前行。
印度每年6月至9月是季风雨季，洪水、泥石流等灾害经常发生。

新华社发

印度阿萨姆邦：洪水泛滥

阿富汗难民日前乘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军用机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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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克龙28日向伊拉
克政府承诺：不管美国是否从伊拉
克撤军，法国将保留驻军，“只要伊
拉克需要”。

马克龙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出席一场中东地区峰会。他在记
者会上表态，“不管美国如何决定”，

“只要伊拉克政府要求”，法国将继
续在伊拉克驻留部队。

法国现阶段在伊拉克驻扎大约
800名军人，是美军主导的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军队组

成部分。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

2011年底从伊撤军，仅留少量驻
军。“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
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美军随后增兵
伊拉克，目前驻伊美军约有2500人。

马克龙28日说，法国正与阿富
汗塔利班接触，就人道主义事宜展
开初步讨论。法国已于27日宣布
结束从阿富汗撤出本国公民及相关
阿富汗人的行动。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马克龙告诉伊拉克：

不管美国撤不撤军，法国不撤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9日说，位
于西南部拉赫季省的一座空军基地
当天遭到弹道导弹和武装无人机袭
击，导致至少30人死亡、65人受伤。

发言人穆罕默德·纳吉布说，阿
纳德空军基地当天遇袭，被一枚弹
道导弹和装载炸弹的无人机击中。

不愿公开姓名的也门官员告诉
美联社，导弹落在基地的训练区，当
时士兵正在出早操，因而伤亡惨重。

也门官员指认胡塞武装发动这
次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也门政府军基地遇袭 30死65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