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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我外交部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敦促驻扎在韩国的美军撤出韩国

朝鲜谴责美韩举行联合军演

美国国务院9日发布声明说，美国
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
哈利勒扎德已赴卡塔尔首都多哈，准备
会晤国际组织和地区国家代表，敦促阿
富汗塔利班停止军事进攻，同时协商达
成一份政治解决方案。

声明说，哈利勒扎德与地区国家和
多边组织代表将在3天会期内展开多轮
协商，旨在让各方“敦促（塔利班）减少暴
力、实现停火，并承诺不会承认一个以武
力强行上台的政府”。

声明还强调：“经协商达成和平是结
束战争的唯一道路。”

据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航空运输评级机构斯凯特拉克斯公司最新发布的
2021年度“全球最佳机场”榜单上，连续八年蝉联榜首的新加
坡樟宜机场退居第三，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场首
次夺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日报道，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
场排名第二，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和东京成田机场分居四、五
位。中国香港国际机场名列第十。

哈马德国际机场的排名近年来持续上升。卡塔尔政府对
旗舰航空运营商卡塔尔航空公司和哈马德机场投资甚巨，成
效斐然。卡塔尔航空乘客如果在哈马德机场转机，有机会享
受免费的多哈城市游，附赠食宿和贵宾转机接送等待遇。

除了哈马德机场所获的“全球最佳机场”，樟宜机场获得
“最佳机场员工”奖，羽田机场获评“最干净机场”，仁川机场获
得“最佳机场安保”奖，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获得“进步最
快”奖。

在年客流量3500万至4500万人次的最佳机场评比中，
中国广州白云机场荣登榜首。白云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等39
座机场荣获新设的“优秀防疫机场”奖。

据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9日电（记者刘
品然）美国国防部9日说，美军在条件允许
时将继续对阿富汗政府军提供支持。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当天在
记者会上表示，美军会根据其权限在“可
行的地点和时机”对阿政府军提供空袭
等支持，但他承认美军目前在阿富汗可
使用的军力要少于撤军开始前，他还拒
绝推测美军在8月31日后是否还将有
权限继续在阿境内对塔利班实施空袭。

柯比说，阿国内安全局势目前未向
正确方向发展，他表示阿政府军在作战
能力上要优于塔利班，强调阿方应发挥
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力。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9日电（记者 李奥）俄罗斯北奥塞
梯共和国首府弗拉季高加索一家医院的供氧设备9日出现故
障，导致9名新冠患者死亡。

据俄罗斯媒体9日报道，事故发生时，有71名新冠患者
在该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其中13人正在使用呼吸机。
事故导致13人中的9人死亡。

北奥塞梯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谢尔盖·梅尼亚伊洛说，造
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是该医院地下层一条供氧管道发生破裂，
导致供氧中断。目前供氧管道破裂处已被找到，维修工作即
将开始。医院已启动备用供氧方案。

塔利班攻城略地
阿富汗塔利班6日宣布攻占首个省会城市——西南部尼姆鲁兹省首府

扎兰季市，此后连续攻城略地，7日宣布攻占北部朱兹詹省首府希比尔甘市，
8日宣布攻占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卢坎市、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和萨尔普
勒省首府萨尔普勒市。与此同时，塔利班还在北部巴尔赫省、南部赫尔曼德
省和坎大哈省、西部赫拉特省和法拉省加强攻势，力图攻占这些省的首府。

面对塔利班凶猛攻势，阿富汗总统加尼9日召集各派别领导人举行会议，
决定加强动员各地民兵武装，加大对其装备支持力度，以联手对抗塔利班。

喀布尔商贩阿萨杜拉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是美国的仓促撤军导
致了阿富汗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战争毁掉了普通人的生活。我的生意受
到很大影响，快没法养家糊口了。”

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未来有可能出现“叙利亚模式”，即陷入反政府
武装与政府军长期对峙的状态。

美国进退两难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阿国内安全局

势目前未向正确方向发展，阿政府军在作战能力上要优于塔利班，阿政府
应发挥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力。他说，美军会根据其权限在“可行的地点和
时机”为阿政府军提供空袭等支持，但同时承认美军目前在阿富汗可使用
的军力要少于撤军开始前。

对于美军的匆忙撤离，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批评声音。美国陆军退役
上将、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对媒体表示，塔利班近日
攻占数个省会城市是美方误判和失败的后果。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阿富汗问题专家迈克尔·库格尔曼指出，鉴于美
国在阿军事任务将于8月31日结束，若在此之后美军停止对塔利班的空
袭，将打击阿政府军士气；若美军继续实施相关军事行动，则意味着美国
实际上仍在延续阿富汗战争。

加尼日前表示，阿富汗局势过去3个月面临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是国
际部队突然决定撤军造成的。他曾警告过美国，其撤军会产生“后果”。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７月底曾刊文指出，在阿富汗，美国已经出局。
对阿富汗来说，美国撤军的后果可能是悲剧性的，而对美国乃至更广泛的
世界而言也是危险的。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图为安全人员在阿富汗坎大哈省与塔利班交火（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10日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
表谈话。全文如下：

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
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
“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
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
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
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
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
基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
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红线不容触碰。我们敦促立方立即
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
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
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
得逞。

据新华社平壤8月10日电（记者江亚平洪可润）据朝中
社10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当天发表
谈话，谴责美国和韩国举行联合军演，并敦促驻扎在韩国的美
军撤出韩国。

金与正说，这次军演“是美国企图用实力扼杀我们国家和
对朝敌视政策的最集中表现，也是威胁我国人民安全并进一
步恶化朝鲜半岛局势的自取灭亡的行为，绝不会受到欢迎，而
且必将付出代价”。

她说，在当前国际社会非常关注朝鲜半岛形势发展的敏
感时期，美国一味强制推行侵略战争演习，就是破坏地区和平
与稳定的罪魁祸首，美国政府所说的“外交接触”和“不设前提
条件的对话”只不过是意在掩饰其侵略本色的伪善而已。

金与正在谈话中敦促美国撤走部署在韩国的驻军和武器
装备，说“只要美军驻扎在韩国，使朝鲜半岛局势定期恶化的
祸根就绝不会消除”。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10日应询表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只能自食恶
果。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有记者问，8月10日下午，外交部发言
人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
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
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马晓光指出，我相关部门已表明我严正

立场。我要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
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
遍共识。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外交部发言人10日发表谈话，宣布中方
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
召回驻中国大使。这是中方对近来立陶宛公
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宣布允许台
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错误行径
作出的正当、合理反制。立方必须认识到，一
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挑战，任何无视、否定一
中原则的企图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
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
治基础。立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允许台湾当
局设立所谓“代表处”，这一行径无异于开历史
倒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在这一问题
上，中方不会作出任何妥协、退让。此前，中方已
就此反复交涉、晓以利害，立方却置若罔闻、一意
孤行。中立关系陷入困难局面，责任完全在立方。

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
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
容触碰。立方应当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极
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及时意识到在台湾问题
上玩火的严重后果。奉劝立方立即悬崖勒
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只能自食恶果

一个中国原则不容任何挑战

美国防部

在条件允许时
继续支持政府军

美国务院

派特使赴多哈
敦促阿双方“停攻”

“全球最佳机场”九年来首次易主

卡塔尔多哈机场夺魁

俄罗斯一医院供氧设备故障

致9名新冠患者死亡

韩国统一部

朝鲜拒接韩朝联络电话

阿富汗塔利班9日宣布攻占北部萨曼甘省首府艾巴克市，这是其4天内宣布攻占的第6个省
会城市。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战局近来骤变，令不负责任地匆忙从阿撤军的美国政府遭到各方批
评。对此，美国一方面继续甩锅，称应由阿安全部队承担起保卫国家的任务，另一方面表示在条件
允许时将继续对阿政府军提供支持。目前来看，美国撤军后能采取的行动有限，在对阿政策上面
临两难局面。

据新华社首尔8月10日电（记者杜白羽周思雨）韩国统一
部10日说，朝鲜当天下午未接听韩方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及军
事通信线路拨打的例行电话，韩方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韩国
舆论分析认为，朝鲜欲以此表达对韩美举行联合军演的不满。

韩联社援引统一部消息报道，10日上午9时，韩朝联络办
公室和东西海域军事通信线路通畅，但下午朝方却拒绝接听
联络电话。据悉，韩国政府将于11日上午11时再次尝试与朝
方进行例行通话。

韩朝于7月27日恢复去年6月份中断的南北通信联络线路。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高官10日表示，就朝鲜当天谴责

韩美举行联合军演一事，现阶段不对朝方意图及今后行动做
预判，但密切关注其态度。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薰当天
已向总统文在寅报告相关情况，目前尚未发现朝方异常动向。

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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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厘米》第5、
6集 关雨晴和徐清风在
公寓楼附近的餐厅相遇，
因两人都是独自就餐，被
老板凑成一桌。席间两
人交谈，发现彼此都是非
常重视家庭的人，但关雨
晴被“经济啃小”，徐清
风被“情感啃小”，搬家
独住都是无奈之举，顿生
惺惺相惜之感。吃完饭，
两人大方告别，却发现彼
此走向同一个社区同一
栋楼，这才惊觉成了对门
邻居……

天津卫视 19:30
■《拥抱星星的月

亮》第19—21集 赵玲找
来曹阳，说沉船地点已经
锁定，但地形过于复杂，
公司需要投资者追加 5
万元来租一条更加先进
的船，而这时曹阳已经拿
不出钱了，赵玲故意拿出
沉船的照片刺激曹阳，曹
阳请求赵玲给他三天时
间。明月楼的大堂经理
一职出现空缺，一时也没
有合适的人选，一番斟酌
后，明月决定提拔郑春。
明月突然接到明星的求
救电话，明月不顾小雨阻
拦，立即带着20万元现
金匆忙来到广州……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
第 10、11 集 段和华约
安琪去马场，段罡让高
飞一定要拦住安琪，而
段罡亲自跑到马场见
段和华。段罡与段和
华大吵了一架，不管段
罡如何劝说，段和华都
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段
和华执意要将安琪的
身世告诉她……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大

家都知道，去银行办理
储蓄卡要设置密码，这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可今天法庭上的这位
原告，却因为设置密码
与银行网点人员产生
了纠纷。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呢？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现

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是上海京剧院1958年根
据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
雪原》中的部分内容改编
而成的剧目，从诞生到现
在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
久演不衰。尤其是1970
年由谢铁骊导演拍摄成
的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
虎山》，更是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我们今天要模唱
的就是电影中的三个经典
唱段。

天视2套 20:45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爱的厘

米（5、6）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拥抱星

星的月亮（19—21）
20:45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全家福

（16—18）
19:20 剧场：再造之

恩(28—31)
22:15 剧 场: 擒 狼

(35、3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隐形的

翅膀（10、11）
天视5套（106）
19:30冰雪天津卫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百医百顺
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历史的轮回
关于陈省身的英文译名，还有不

少讲究。中文的“陈”，无论是早先的
威托玛拼法，还是现在的汉语拼音，
应该都是Chen。那么，陈省身的英
文名字的姓，为什么是Chern？这个
多出来的字母r依据何在？

原来，这是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
的杰作，并非陈省身自己的标新立异，按
照赵元任的汉字英译法，如果“陈”读作
阴平，则译为Chen；如果“陈”读作阳平，
则应译为 Chern。陈省身正是按照赵
元任创立的这一规则进行的实践。现在
如果打开英特网的搜索引擎，华人本姓
“陈”、但英文姓是Chern的人很多。

按照先前的约定，陈省身仍随孙
光远先生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孙光远(1900—1979),浙江余杭人，
原名孙 唐。1919年在杭州宗文中学毕业
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
留校工作。1922年由学校选送赴美国留
学。在芝加哥大学由莱恩(E.P.Lane)教授
指导研究微分几何。1928年，以《曲面对
的射影微分几何》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旋即
返国就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同年，他
的论文《直纹面的密切导数》( Osculat-
ing derivative of a ruled surface)在
美国著名数学杂志《数学纪事》( Annals
ofMathematics)上发表。随后几年，在
日本《东北数学杂志》上陆续有论文发表。

要知道，当时能在国外数学杂志发
表论文的中国人，仍然屈指可数，中国
数学学者的每一篇科学论文，都有增强
中国数学学者自信、激励数学学术研究
的重要作用。况且那时学成回国的数

学博士往往只是教书，不作研究，而孙光远
是一个例外。这些都使得立志从事数学研
究的青年陈省身对孙光远十分仰慕。

1960年，陈省身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授，正是接替莱恩的职位。历史的轮回，有
时很耐人寻味。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杨武之(1896—
1973)。他原名杨克纯，安徽合肥人。杨武
之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父亲，教过陈
省身，也是陈省身的长期同事和领导，后来
又是陈省身的婚姻介绍人。由于陈省身教
过杨振宁，加上他们各自所创的纤维丛和
规范场理论成为数学和物理联姻的佳话，
陈省身和杨家两代人关系密切。

杨武之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数理本科，然后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安
庆中学任教。1923年，考取安徽公费生到
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补习了三个学季，
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1926年，以《双
二次型的不变量》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
后继续跟随当时美国一流的数学家狄克逊
(J.E. Dickson)研究数论。狄克逊以研究华
林问题著名。1928年，杨武之完成《华林问
题的各种推广》的博士论文。这使得杨武之
成为中国因研究数论而获得博士学位的第
一人。后来华罗庚进入清华，以研究数论闻
名世界，就是受杨武之的影响。

入土为安
看到妈妈犹豫不决，田儿说：“妈，

咱们去抬棺材吧，爸爸的尸体还在那
晾着呢。”大娟妈的眼泪“哗”的就流下
来，心里说：“傻孩子，你哪懂这些事儿
啊！”她还记得，李大麻子有一个叔伯
弟弟，他们的住房是山连山，李大麻子
挑盖房子，为了扩大面积，强行占用叔
伯弟弟的房基，甚至连房子都给拆掉
了。叔伯弟弟提出将房子卖给他，他竟
连一个子儿都不肯出，经过几次告状全
然无效，结果把叔伯弟弟逼得无路可
走，一家三口用麻绳捆在一起，跳入了
这清水河。这件事虽然过去有20年了，
但三水镇的人谁不知道呢？今天，李大
麻子能有这样的善心吗？

院里天棚下的木匠师傅们都在那
里默默地望着，就见方才耍碗的白师
傅走进去，他对大娟妈说：“这位老嫂
子，镇长让你抬棺材，你为啥还愣着，
别怕，抬，我们大伙儿给你作证。”屋外
的木匠师傅们一齐答了言：“对，我们
大伙儿给你作证。”大娟妈看了看众
人，把牙一咬，对着田儿说：“去，找人
抬棺材！”王胖子张开大嘴岔子，哈哈
大笑：“这不就得了吗，镇长是不能亏
待乡亲的。”王胖子这话是一语双关，
他怕棺材抬走，将来李大麻子不认账，
个人吃了这个亏。

田儿转身要去找人抬棺材。“等一
等。”白师傅上前又把田儿拦住了，他转脸
对王胖子说，“东家，李镇长把一口棺材都
施舍了，难道抬棺材还用另找人吗？我看
咱们去人给抬了吧，反正装殓钉棺的时
候，咱也得去人啊。”王胖子闻听本想发

作，可一回头瞧见李镇长和特派员，只好把
这口气咽下，沉着脸说：“对，镇长出钱咱出
工，那就去几个人给抬吧。”白师傅应了一
声：“好！”回手往院里一招，马上进来了十来
个工人，从这木匠铺的大房子里，往外搭一
口没上油漆的白茬儿棺材。李大麻子这时
却有些发愣，他本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娟
妈这一家子给他驳盐，谁知道出来了这么
一个姓白的木匠，跟王胖子这一问一答，
左一个“施舍”，右一个“出钱”，弄得他心
里很不是滋味。他趁着大家伙去抬棺材
之时，凑到大娟妈的近前，问：“人是怎么
死的？”大娟妈铁青着脸说：“被打死的。”
李大麻子故作吃惊地问：“谁打的？”大娟
妈的语气里，带有一种愤恨的声音，众人
都听得清楚：“盐警队！”李大麻子赶忙否
认：“不、不……不能这么说。”大娟妈一挺
胸脯，大声说：“为啥不能这么说？夜间驳
盐，被盐警截在三道桥，开枪打死了孩子他
爹……”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棺材已经抬出来了，田儿回头叫妈
妈赶紧走吧。大娟妈停止了哭泣，她咬
着牙说：“镇长，你放心，这棺材钱我准如
数还清的。”说罢，她就和田儿去追赶抬
棺材的人们。“仁义盛”木匠铺院里的天
棚下，工人们望着大娟妈她们的背影，议
论起盐警队打死驳盐人这件事。

23 55 出差北京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0年9月，

已成立近半年的天津音乐工作团，有合
唱队、独唱演员，却没有一支完整的乐
队——只有钢琴、大小提琴等弦乐乐
器，没有铜管、木管等管乐乐器。正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西洋乐器
都需进口，国家不可能拿珍贵的外汇购
买乐器。这令王莘颇为苦恼。

一天，一位从北京探亲后返津的同
事告诉王莘，他家附近的一个当铺里，摆
着很多乐器。一下勾起王莘的兴致：
“是你亲眼所见吗，都有什么乐器？”
“我进去看了，有铜管，也有木管，还

有盘了好多圈，叫不出名儿的……”
“一共有多少件？”
“反正不少，我看足够装备一个乐队。”
“嗯，明白了，说不定是国民党的军

乐团，从大陆败退时当给当铺的。你说
的当铺地址在哪儿？”
“北京西四牌楼。”
“好，我明天就去那儿看看。”
王莘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打定主

意，马上去财物处，把团里所有的公款都
取出来，包在一个布包里，兴冲冲回家
了。此时，王惠芬已身怀六甲，听说丈夫
要出差，面露难色：“你看，我都快生了，你
还要去北京，不怕我出事呀？”
“听我说，我的好老婆，马上新中国

成立要一周年了，我要是把乐
器买来，我们的管弦乐队就能
建立起来，这可是我梦寐以求
的愿望，机会难得啊！”
“你一定要快去快回，说不

定我明天就生了！”

“是的是的，你放心吧！”
第二天，王莘便拎着一包现金，坐火车到

了北京。当时的王莘，正当而立之年，身强体
壮，风华正茂，从前门火车站下了车，一路步
行到西四牌楼，顺利找到那家当铺。
“这位先生，您想当点什么？”老板

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看到他推门进
来，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不不，我想买点东西。听说你这有西洋

乐器。我想要一支小号。”王莘答道。当时，
他的胃口确实不大。“小号我这儿倒是有。但
不卖。你要买，就都买走，我这是一套，军乐
团的乐器。你买一件，剩下的我卖谁去？”老
板的脸板起来了。
“果然是军乐团的装备，我没猜错，”王莘

暗忖，“我得跟他讨价还价，争取多弄几件。”
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行家。上世纪30

年代，他在上海先施公司，整天跟顾客打交道，深
谙内中“门道儿”。想到这，他把现金从布包里倒
出，摊在柜台上：“这样吧，老板，我就带了这么多
钱，你看你这些乐器，哪件不能给我，你就拿下

去，你拿剩下的归我。怎么样？”
老板数了数柜台上的钱，撇撇嘴:

“太少了”，边说边捡大个的乐器往下
拿。大贝斯、次中音号、大号……王莘
见状，心中暗喜：这家伙根本不懂乐
器，以为越大越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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