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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务卿接受阿富汗政策质询

布林肯在众议院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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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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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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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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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前防卫大臣决定放弃竞选自由民主党总裁

有望获石破茂支持“河野首相”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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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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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左翼联盟以较大优势获胜
将结束中右翼联盟连续八年的执政

挪威政坛“变天”
或影响德国大选

挪威议会实行一院制，设169个
议席。路透社报道，工党等五个中左
翼或左翼在野党合计赢得100席，较
上届选举增加19席。其中，工党成为
第一大党，获48席，加上盟友中间党、
社会主义左翼党，中左翼联盟共获89
席，所占议席超半数，已过组阁门槛。

现任首相、保守党人埃尔娜·索
尔贝格承认败选：“此时此刻，保守党
政府的工作已经完成。”

工党主席约纳斯·加尔·斯特勒
有望出任首相。这名现年61岁的百
万富翁以增进社会公平为竞选主张，
喊出“该轮到普通人了”口号。他13
日晚告诉欢呼的支持者：“挪威人发出
明确信号。选举显示，挪威人民希望看

到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斯特勒的父亲是船务经纪人。

他继承1600万美元家产，但承诺对富
人“开刀”以减少社会不平等，主张对
收入水平居全国前20%的富人增税。

上世纪80年代，斯特勒求学于巴
黎政治学院，开始信奉社会民主主义。
他2017年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在
法国，民众之间的差异很大，比挪威大，
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
农村和城市……”

斯特勒2005年至2013年先后担
任外交大臣、卫生大臣，时任首相是
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
托尔滕贝格。2014年，斯特勒出任工
党主席。

挪威议会选举计票结果14日凌晨揭晓，工党领衔的中
左翼联盟以较大优势获胜，将结束中右翼联盟连续八年的
执政。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是选战焦点议题，也是挪威
“向左转”背后原因。这令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颇
受鼓舞，尤其可能影响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

挨“炮轰”

忙“甩锅”

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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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石破弃选 三足鼎立 强强联手 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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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6年来，挪威有
50年是工党执政。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北
欧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堡垒”。本届挪威大
选过后，北欧五国全部由中左翼政党执政。

因此，挪威“变天”与北欧的政治“大气
候”相关。不过，在推动挪威“向左转”的因
素中，气候变化议题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次大选适逢欧洲刚刚结束一个纷乱
的夏天，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山火、洪水等
极端天气带来的灾难。美国《纽约时报》报
道，许多挪威人一度觉得气候变化很遥远，
如今认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一
些观察人士把这次选举称为“气候大选”。

斯特勒上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更加平衡地分摊经济负担，将有助于降
低实施更严格气候政策的难度。他领导

的政府将遵守《巴黎协定》、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希望采取渐进方式，逐步减少挪
威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组阁谈判不会轻
松。中左翼竞选联盟不一定会变成执政
联盟。工党的两个盟友中，中间党依赖农
民和农村支持，而社会主义左翼党强力推
动环保议题，支持者大多是城市居民。

《纽约时报》说，挪威大选证明，气候
变化议题或许正在改变一些欧洲国家的
政治权力天平，包括夏天发生严重洪灾
的德国。德国联邦议院、即议会下院选
举定于9月26日举行，中左翼的社会民
主党所获民意支持率当前位居第一，主
打“气候牌”的绿党名列第三。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减少社会不公 应对气候变化A B

观 天下

9月13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左）与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在卡塔尔多哈出席新闻发布会。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3日在多哈与到访的法国外长勒德
里昂举行会谈，双方呼吁阿富汗塔利班保护阿人民利益，尊重人权和妇女权
益，响应国际社会要求，融入国际社会。 新华社/法新

卡塔尔和法国外长呼吁
阿富汗塔利班响应国际社会要求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
西13日在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
会晤来访的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
内特，双方重点讨论巴勒斯坦加沙地
带局势。

这是10年来以色列总理首次访
问埃及。

埃及总统府13日发布的声明
说，塞西告诉贝内特，实现中东和平
必须以“两国方案”和相关国际决议
为基础。“两国方案”主张以1967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边界为基础、以
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巴勒
斯坦国，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共处。“两
国方案”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支持。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晤结束
后发布声明说，埃及在稳定加沙地带
局势方面发挥着作用，并且协助寻找
以方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冲突过程中失踪的以色列人，以方对
此表示感谢。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以色列总理10年以来首次访问埃及
聚焦加沙地带局势

飓风“尼古拉斯”14日凌晨登陆美国中南部得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沿岸，当
时最大风速为每小时120公里。美国电力跟踪网站“全美停电信息网”数据显
示，得州已有超过50万家庭和企业用户断电。得州最大城市休斯敦的机场和
港口停运，中小学校停课。 新华社/美联

飓风“尼古拉斯”登陆美国得州
逾50万用户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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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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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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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SpaceX“全平民”团队绕地飞行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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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大多数牛

经训练可以“憋尿”。
在训练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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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助减排 科研人员教牛“如厕”

这是9月12日在金边拍摄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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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万纳拉摄）

全景看中国援柬体育场项目
美国务卿布林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