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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交部郑重要求美方

停止悬赏通缉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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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月30日宣布完成从阿富汗
撤军，结束在阿富汗将近20年的战
事。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天表
示，美国需要反思阿富汗战争，今后
将有条件地与塔利班接触。

布林肯在一篇讲话中说：“这一
时刻，需要反思……我们必须从中吸
取教训，用以指导我们思考国家安全
和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

布林肯没有详细说明“反思”的内容。

布林肯说，美国将把驻阿富汗大使
馆的业务转移至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
协助有意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阿
富汗及其他国家公民出境，同时将“在
这一地区保持强有力的反恐能力”。

他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结束后，“新的外交任务已经开始”，今
后若与“塔利班主导的政府”进行任何
接触，只能从“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利
益”出发。 据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 孙楠 伍岳）针对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宣布悬赏500万美元通缉涉嫌跨国贩毒的一名中
国公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
将严重破坏中美禁毒合作基础，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美方承
担。中方郑重要求美方停止悬赏缉捕行为。

汪文斌介绍，有关案件是中美双方2016年以来联合侦办
的一起案件，中方根据美方通报的有限线索，开展了大量工
作，确认了相关中国公民的身份并向美方通报了相关信息。
经中美双方联合调查，此案所涉品种当时在中国并未列管，属
于普通化学品。

他说，中方曾多次要求美方提供相关中国公民涉嫌违反
中国法律的证据，但美方迄今仍未提供。中方认为，认定跨国
毒贩必须重事实、重证据，美方在明知悬赏通缉难以实现的情
况下，时隔3年又悬赏缉捕相关中国公民，这将严重破坏中美
禁毒合作基础，为下步双方合作制造障碍，由此带来的后果应
由美方承担。“中方郑重要求美方停止悬赏缉捕行为。”

汪文斌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美禁毒合作，特别是关注美
阿片滥用危机，2019年5月1日，在本国芬太尼问题并不突出
的情况下，中方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宣布正
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积极帮助美方应对阿片滥用危
机。美方已通过多种渠道向中方表示感谢，认为禁毒合作是
中美执法合作的重点和亮点。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事实真相，立即撤销公开悬赏通缉相

关中国公民的行动，停止抹黑攻击中方行为，为双边执法合作
营造良好氛围。”他说。

新华社联合国8月30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30日就阿
富汗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
爽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阿富汗近期乱局同外
国部队仓促无序撤出有直接关系。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
识到，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耿爽表示，有关国家应该吸取教训，切实尊重阿富汗
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切实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
身前途命运的权利，切实改变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的错
误做法，切实改变动辄施压制裁甚至使用武力的霸道行
径。有关国家应该为自己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负责，兑
现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不能一边声称关心阿富汗
人民福祉，一边却实施单边制裁；不能一边声称支持阿富
汗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一边却扣押冻结阿富汗海外资产；
更不能在阿制造巨大灾难后一走了之，却把责任推给阿
邻国和安理会。外国部队过去20年在阿富汗的所作所
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军队滥杀平民的刑责，绝不能一
笔勾销，必须继续予以追究。美方近期对“伊斯兰国”进
行的报复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中方呼吁美方不要对
阿富汗平民聚集区进行无差别轰炸。

耿爽强调，中方一贯重视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问题，
强烈谴责近期发生在喀布尔的恐怖袭击。此次袭击再次
证明，阿富汗战争并未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
标。外国仓促撤军很可能给各类踞阿恐怖组织卷土重来
提供可乘之机。中方希望喀布尔机场的安全能够得到保
障，有关人员的撤离能够平稳、顺利进行，有关各方能够
加强协调，共同防范新的恐怖袭击。阿富汗绝不能再度
成为恐怖主义发源地和恐怖分子集散地，这是阿富汗未
来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必须坚守的底线。希望塔利班切实
履行承诺，彻底切断同一切恐怖组织的联系。各国应根
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坚决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
织、“东伊运”等国际恐怖势力，坚决防止其在阿富汗聚集
作乱。在反恐问题上绝不能奉行双重标准，也不能采取
选择性做法。

新华社喀布尔8月31日电 当地时间30日23时59
分，一架美军C-17运输机载着最后一批美国军人从喀
布尔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匆匆起飞，消失在夜幕中。美国
历史上最漫长、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黯然撤
离告终。

飞机起飞前，机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阿富汗塔利
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最后一名美国占领者从喀布尔机场撤离，我们的国家获
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

美军撤离后，塔利班武装人员鸣枪庆祝持续大约一个小
时。38岁的家庭主妇鲁娅·塞迪奇说：“这场战争终于结束
了。阿富汗没有理由再打仗了，希望我的国家迎来和平。”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在五角大楼宣
布，美军已完成从阿撤出的任务，这标志着美军在阿20年
军事行动的结束。2001年10月7日，美国以“反恐”为名对
阿实施空袭，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来，2461名美军在阿
富汗战争中死亡，逾2万名美军受伤，耗资2万多亿美元。

国际主流媒体不约而同以“失败”评价美国发动的这
场战争，正如美前驻阿富汗大使迈克尔·麦金利所说，美国
在阿国内政治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政策都失败了。

过去半个月来，美在喀布尔机场的撤离行动混乱不
堪，逃难的人群在跑道上追逐飞机和攀附在飞机上的阿
富汗人坠亡的画面令世界震惊。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说，“喀布尔机场的绝望场面对西方政界来说是个耻辱”，
阿富汗局势是“人间悲剧”。

20年来，在阿军事行动造成10多万名阿平民伤亡，
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平均每天造成6000万美元的损
失。世界银行说，2020年，援助资金占阿国内生产总值
的42.9%，阿经济“脆弱且依赖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说，该机构在阿粮食库存即将耗尽，急需资金赈济
民众。阿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达内什乔说：“阿富汗
人对美国很失望，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战争、破坏和贫困。”

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发表媒体声明，呼吁停止阿境内
的暴力，通过“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民族和解进程达成
和平解决方案，恢复安全和法律秩序。

■ 20年来，2461名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逾2万名美
军受伤，耗资2万多亿美元。

■ 20年来，在阿军事行动造成10多万名阿平民伤亡，
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平均每天造成6000万美元的损失。

年后灾难继续

“最漫长战争”
美军黯然撤离

美国务卿称需“反思”这场战争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
肯齐8月30日说，美军当天完成从阿
富汗撤出任务前，拆毁遗留在喀布尔
机场的大批飞机、军用车辆以及先进
的火箭弹防御系统，使它们“无法被
任何人再次使用”。

麦肯齐说，美军在结束持续两周
的撤人行动前，对哈米德·卡尔扎伊
国际机场的73架飞机“解除武装”，
“那些飞机再也不能飞……它们已无
法由人操纵”。

按照他的说法，美军从喀布尔国
际机场撤人的行动始于8月14日，动
用近6000名士兵控制机场。大约70
辆防地雷反伏击车(MRAP)和27辆高
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即军用“悍马”
最后没法撤走，尽数被拆毁。每辆
MRAP价值达100万美元。

美军用于保护机场的反火箭炮、大
型火炮和迫击炮系统(C-RAM)“运转到
最后一刻”。据法新社报道，这一系统8
月30日拦截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射
的5枚火箭弹。麦肯齐说，美军撤离前同
样拆毁这一系统，“过程复杂费时”。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尽管美
军“自毁”不少武器，社交媒体上仍出现
不少照片和视频，显示塔利班武装人员
使用美制枪械或者在缴获的美制武器
旁边“摆拍”。

五角大楼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近
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政府军
在塔利班控制喀布尔前拥有150架飞
机。据路透社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军
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60万件步兵武器、
16.2万台通信设备和1.6万个夜视仪。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军撤离前“自毁”大量武器

“希望国家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美撤军后的喀布尔市民心声

塔利班在楠格哈尔省街头检查点。

民众在喀布尔一家银行外排队。

在喀布尔机场拍摄的塔利班人员。

在喀布尔机场拍摄的防护网。

在坎大哈拍摄的当地居民和塔利班人员。

据新华社喀布尔8月31日电 31
日凌晨一时左右，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传
来一阵密集的枪声。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朝天鸣枪

把我吵醒了，我这才知道美军撤离了，
塔利班在庆祝。”货币兑换商纳吉布拉
31日告诉新华社记者。然而，对眼下
阿富汗局势和自己生活的忧虑，令纳吉
布拉再也无法入睡。“由于最近局势不
稳，阿富汗尼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很大，
我损失很大。”

喀布尔街头商贩亚尔·穆罕默德对
新华社记者说：“美国人撤离后，一切如
常，喀布尔主要的商业中心正常开放，
市中心出现了交通堵塞。”

然而，大部分政府机构依然大门紧
闭。除了办事不方便外，最让民众头疼
的是只有少数银行开门营业，而且塔利
班规定，每人每周只能从自己的银行账
户提取200美元。这几天，每个营业的
银行门口都排起了长队。

亚尔·穆罕默德说：“如今生意不
好，赚钱不容易，我需要钱，但现在去银
行取钱太难了。”

作为货币兑换商，纳吉布拉对阿富
汗尼汇率的快速波动倍感焦虑。他告

诉记者：“如今物价飞涨，食品和石油天
然气价格也在上涨，民众都在担心货币
贬值。”

政治前景不确定，经济形势不稳，
在喀布尔市民看来，这些问题的产生都
跟美国相关。

喀布尔市民艾哈迈德·福阿德说：
“美国人撤离阿富汗了，但给阿富汗人
民留下了一个烂摊子。20年来，他们
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42岁的喀布尔市民霍贾·瓦希德
说：“美国驻军20年后撤离，在我们国
家留下的只有混乱。”

尽管形势依然不明朗，但阿富汗民
众依然对未来抱以期待。

亚尔·穆罕默德说：“我希望塔利班
能够尽快组建新政府，兑现他们的承
诺，建立一个广泛的包容性政府，结束
阿富汗的不确定性。”

和许多人一样，38岁的家庭主妇
鲁娅·塞迪奇表达了对国家持久和平的
希望。她说：“我希望庆祝美军撤离的
枪声是阿富汗最后的枪声。美军已经
离开了阿富汗，阿富汗没有理由再打仗
了，我希望国家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本版图片 新华社发

美国去年仇恨犯罪数量

7759件！创十余年来新高

据新华社利雅得8月31日电（记者 胡冠 王海洲）据沙
特阿拉伯媒体31日报道，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当天袭击
了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已造成8人受伤，一架
客机受损。

沙特阿拉比亚新闻网援引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声明报道
说，该袭击是24小时内也门胡塞武装对艾卜哈机场发动的第
二次无人机袭击，沙特防空部队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并将其
摧毁。多国联军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在第二次袭击中，无
人机被摧毁时碎片散落到机场地面，造成8人受伤，一架客机
受损。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
南部地区。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等国对胡塞武装发起代
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
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
致，但不久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2020年12
月，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组建联合政府。至此，也门南
部大部分地区实现名义上的统一。

沙特机场遭无人机袭击

8人受伤 一架客机受损

8月30日，在墨西哥特拉尔内

潘特拉，学生进入学校前接受体温

检测。
开学啦！

一架CH-47

运输直升机在阿

富汗喀布尔国际

机场被装载到

C-17运输机上。

美国联邦调查局8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仇
恨犯罪案件数量达10多年来峰值，主要是针对非洲裔和亚裔
犯罪案件增多。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汇总，去年全美仇恨犯罪案件共有
7759件，比上一年增加6%，为2008年以来最高。在7426起针
对自然人的案件中，53.4%为恐吓，27.6%为故意伤害，18.1%为
严重故意伤害，另有22起谋杀和19起强奸。

去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158件增至274件，针
对非洲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1930件增至2755件。针对太平
洋岛国移民及后裔案件也在增多。
“防止和回应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是司法部最重要的任

务之一。”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说，仇恨犯
罪增加凸显“作出综合性回应有紧迫必要性”。

美国司法部先前警告，国会遭暴力冲击后，白人至上主义
者对社会治安构成的威胁不断增加。

美国联邦调查局汇总的数据来自全美逾1.5万个执法机
构。据路透社报道，地方警察局向联邦调查局“少报”仇恨犯
罪案件已成传统。加兰5月提出新举措，推动州和地方警局
追踪和调查仇恨犯罪，并要求司法部加快重新调查“可能的仇
恨犯罪”。 据新华社微特稿

联合国安理会就阿问题决议草案表决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在发言中指出

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
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