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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暴发洪灾

家园毁坏严重 数十人丧生

乌克兰局势

阿富汗东部卢格尔省官员21日说，霍希地区的洪灾已经造成
至少20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在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持续强
降雨及其引发的洪灾已导致36人丧生、逾140人受伤。

阿富汗洪灾严重

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21日援引卢格尔省省长毛拉维·埃纳亚
图拉·舒贾的话报道，霍希地区“洪水已经造成20人死亡、32人受
伤、4人失踪，约3000处住宅被毁”。

美联社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一些当地村民在洪水过后清理
废墟，他们的房屋一片狼藉。

一名年长村民说，前所未遇的洪水“摧毁了所有房屋、农田，淹
死了家畜……人们无家可归，被迫在山上避难”。

阿富汗国家灾难管理局官员说，自20日晚以来，他们已派遣
直升机营救受困人群，并建立了一处紧急收容地。

阿富汗每年都会发生季节性洪水，造成房屋、农业用地和公共
基础设施被损毁。由于阿富汗境内多山地，且缺少警报系统，山洪
来袭时常令人措手不及，导致人员伤亡。

阿内政部说，近一个月来，全国各地发生的洪水已在20多个
省造成165人死亡、近300人受伤。

数十年冲突，加上环境退化以及对减少灾害风险的投资不足，
导致阿富汗人更易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根据联合国数据，该国平
均每年有20万人受灾。

巴基斯坦降雨不减

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近期同样遭遇洪灾。
巴国家灾难管理局20日说，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6人在洪

水和其他与降雨有关的事件中丧生，另有145人受伤。
根据该管理局发布的报告，南部信德省灾情最严重，已造成

18人死亡、128人受伤；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有11人死亡；东
部旁遮普省有7人死亡。

在军方支援下，救援人员已将数以千计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
地带。不过，预计本周会遭遇更多降雨。

巴气候变化部长谢里·拉赫曼上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季
风季节降雨量较往年平均水平增多87%，季风季节提早到来和降
雨量大幅增加反映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根据巴国家灾难管理局数据，6月中旬以来，洪灾和降雨已经
导致该国728人丧生，包括156名妇女和263名儿童，另有1291人受
伤。此外，还有超过11.6万所房屋、129座桥梁和50家商店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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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22日就美国驻华大使涉台错误言论答
记者问。

有记者问：8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伯
恩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
访时称，中国在佩洛西众议长访台问题上
过度反应，成为台海不稳定因素，导致中
美关系出现危机。他也提到中国外交部
副部长谢锋在佩洛西专机抵台后召见他，
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请问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发言人说，伯恩斯大使的有关表态颠
倒黑白，再次暴露了美方的强词夺理和霸
权逻辑。

发言人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窜访台湾前，中方在各个层级多次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反复强调佩洛西窜台的严
重性、危害性，明确指出由此造成的一切
后果由美方承担，勿谓言之不预。

发言人指出，佩洛西抵台后，谢锋副
部长第一时间紧急召见伯恩斯大使，代表
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
议，指出美方一意孤行，必须为自己的错
误付出代价，必须立即纠正错误，采取切
实措施消除佩洛西窜台恶劣影响。

然而，美方不思悔改，反而倒打一
耙。美方高级官员轮番上阵，歪曲事实，
企图推卸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责任，把脏
水泼到中方头上。

发言人说，8月8日晚，谢锋副部长再
次召见伯恩斯大使，就美方对中方反制佩
洛西窜台大放厥词提出严正交涉。“我们

指出，挑起危机的是美方，不是中方；改变
台海现状的是美方，不是中方；破坏台海
和平稳定的是美方，不是中方；在全世界
特别是在亚太耀武扬威的是美方，不是中
方；挥舞制裁大棒、霸凌全世界的是美方，
不是中方；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毫无
沟通诚意的是美方，不是中方；破坏中美
合作的是美方，不是中方。”

中方强调，明明是美方挑衅在先，把
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强加给中国人民，却
栽赃中方挑起危机；明明是美方不断“切
香肠”、越红线，破坏一中原则，破坏台海
现状，却诋毁中方改变现状；明明是美方
在中国家门口大搞“炮舰外交”，却对中方
正当合法、专业透明的军事演训污名化妖
魔化；明明是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却

将挑衅和升级紧张局势的脏水泼到中方身
上；明明是美方肆意侵犯中方主权和领土
完整，践踏中方底线，却污蔑中方反应过
度、制造危机。美方做法毫无底线！不是
中国不负责任，而是佩洛西极不负责任，美
国政府极不负责任。
“我愿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
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中方
再次敦促美方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回到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
正确道路上来，停止一切损害中方核心利
益的言行。”发言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据俄罗
斯《消息报》22日报道，俄副外长里亚布
科夫表示，北约国家在乌克兰卷入同俄
罗斯的对抗，其行为会导致事态升级，
必须防止由此引发核大国间的军事冲
突。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领导人21
日通电话，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局
势，呼吁各方保持军事克制。

里亚布科夫接受《消息报》采访时
说，北约国家无视俄罗斯的“红线”，在
乌克兰卷入同俄罗斯的对抗，其破坏性
行为极度危险，会导致事态升级，引发
核大国间的军事冲突并带来严重后果，
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强调，俄罗
斯只有在国家生存面临威胁时，才有可
能使用核武器来应对针对俄罗斯或其

盟友的侵略行为。
德国联邦政府21日发布公告说，德

国、美国、法国和英国领导人当天通电话讨
论俄乌局势。四国领导人同意为乌提供长
期支持。他们还讨论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安全局势，呼吁各方在该区域保持军事克
制，并敦促尽快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团前往该核电站。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1日报道，为
应对俄军在24日乌克兰独立日前后可能
对乌首都基辅市发起的新一轮导弹袭击，
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宣布在22日至25日
期间禁止在基辅市内举行大规模人员聚集
和集会活动。此外，哈尔科夫州也将在此
期间实施戒严。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1

日说，俄军使用“口径”高精度远程海基
导弹摧毁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的一处弹
药库，该弹药库内存有美国向乌军提供
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炮弹。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说，多名
此前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执行任务的俄
军人员因出现中毒症状被送医，检查发现
他们体内存有B型肉毒杆菌毒素。俄国
防部医学专家分析后认为，相关肉毒杆菌
毒素系人工合成的有机毒物。俄方近期
将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相关证据。

据塞浦路斯通讯社报道，塞外交部常
务秘书科尔内利乌日前表示，塞方反对禁
止向俄罗斯公民签发旅游签证的提议。
据报道，波罗的海国家预计将在8月底举
行的欧盟非正式外长会上提出相关提议。

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退役球星丹
尼斯·罗德曼打算本周前往俄罗斯，寻求
被判9年监禁的美国女子篮球名将布兰
妮·格里纳获释。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台 21
日报道，罗德曼20日在美首都华盛顿参加
一场运动鞋展会期间告诉这家媒体：“我
获准前往俄罗斯，去帮助那个女孩。”

罗德曼打算本周出发，自称“太了解”
俄罗斯总统普京了。罗德曼曾说，他2014
年在俄首都莫斯科同普京见过面、握过手。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罗德曼入境俄
罗斯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特别许可，只要
持有俄罗斯签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
人说，已注意到罗德曼打算赴俄的报道，
但国务院早已发布旅行警示，强烈建议美
国公民不要前往俄罗斯。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接受法新社
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已向俄罗斯发出重
要提议”。这番话指美方提议“一换二”，
用在美获刑25年的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
布特换回格里纳和在俄被判16年监禁的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这名官员强调：“除了通过既定渠道
进一步协商，任何其他方法都可能让事情
变得复杂，阻碍争取获释的努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
娃14日说，就交换在押人员，俄方已准备
好与美方展开专业对话并采取具体行动。

格里纳今年2月从美国飞抵莫斯科，
准备代表一个俄罗斯女子篮球俱乐部参
加比赛，在机场被查出行李中有电子烟，
内装大麻油。格里纳承认携带大麻油且
知道这在俄罗斯是违禁品，因为赶飞机匆
忙装入。本月4日宣判时，她在法庭上哭
诉自己“犯下无心之过”。她的辩护律师
小组已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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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20日举行“一个人的

力量”阅览室开设仪式，纪念华裔作家张纯如。张纯如是让

西方社会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著名作家。1997年，她以

英文写作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出版，轰动西

方社会。她还是《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的重要发现人之

一。这两本日记与她所著的作品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

实施暴行的铁证。

图为8月20日，在美国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张纯

如母亲张盈盈参加阅览室开设仪式。 新华社发

我外交部就美国驻华大使涉台错误言论答记者问

歪曲事实泼脏水 美方倒打一耙

俄方说须防止引发核大国军事冲突
德美法英呼吁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区域保持军事克制

上月被解除乌克兰驻德国大使职
务的安德里·梅利尼克向媒体披露，他
将于10月中旬离任并返回乌克兰，结束
7年多的驻德生涯。

据乌克兰24频道网站22日消息，
梅利尼克目前仍在履行大使职责。德
新社21日援引梅利尼克的话报道，他
将在10月 15日回到基辅，或在乌克兰
外交部担任新职务。乌外长德米特里·
库列巴曾暗示，梅利尼克会成为新的副
外长人选。不过，乌克兰政府尚未确认
相关安排。

今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
事行动以来，梅利尼克因多次指责德国政
府对乌政策而受到德国舆论批评。梅利尼
克本月21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再次指
责德国政府吝于给予乌克兰军事援助，不
愿提供更多重型武器。

据德国《世界报》援引乌克兰政府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乌外交官6月以来一再要
求德方向乌方输送更多武器，但未如愿。
德国政府拒绝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德军需要
保留足够武器，以满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对成员国的军备要求。

梅利尼克担任驻德大使期间时常
发表争议言论，如在6月接受德国媒体
采访时为已故乌克兰政治人物斯捷
潘·班德拉辩护，招致波兰、以色列方
面批评。

波以两国政府认为，奉班德拉为领
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曾与纳粹德国
勾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屠杀
大批波兰人和犹太人。对此，乌克兰外
交部解释称，梅利尼克的相关言论仅代
表个人看法，非乌克兰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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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言论惹众怒“毒舌”大使10月离任
被解除乌驻德大使职务的梅利尼克或将回国担任副外长

NBA退役球星罗德曼

自称“太了解”普京

要往俄罗斯“捞人”

新华社首尔8月22日电（记者 陆
睿 孙一然）韩美两国军队22日正式启动
下半年“乙支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
国多个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举行抗议
集会。

据韩国国防部消息，在持续至9月1日
的联合军演期间，韩美双方将综合实施政
府演习和军事演练，以提高国家整体作战
能力。联合军演同时进行采用计算机模

拟的联合指挥所演习，以及按各梯队、各
军种参与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此外，韩
美还将在演习期间评估韩美联合司令部
全面作战能力。

韩国“和平统一开创者”、《6·15共同
宣言》韩方实践委员会等多个民间团体当
天在战争纪念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韩
美中断联合军演。

集会上，“和平统一开创者”发表立场

声明说，“乙支自由之盾”演习重启2018年
中断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是采用“国家全
面战争”概念实施战区级联合演习，可能加
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无助于半岛和平及
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平统一开创者”研究员吴美贞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联合军演无助于朝鲜半
岛无核化、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韩美应
中断联合军演。

韩国和美国22日启动“乙支自由
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是时隔4年恢复
团级以上规模联合野外实兵机动训练。

据韩联社报道，此次韩美联合军
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防御首
都圈等为假定目标开展演习，第二部
分重点演练反攻作战。

演习包含采用电脑模拟方式的指
挥所演习和13项野外实兵机动训练。
另外，韩方22日同时启动主要由政府
雇员参与、为期4天的民防演习，包含
模拟联合攻击、前线武器与燃料补给以
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消除等演练项目。

韩美双方要求参演人员提前接受
新冠病毒检测，并在演习期间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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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启动联合军演 民间团体集会抗议

“乙支自由之盾”

团级以上规模

野外实兵机动训练

图为8月22日，集会者在韩国首尔参加集会反对韩美军演。 本组图片/新华社发

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2日证实，防卫省申请的2023财年防卫
预算数额刷新纪录，达到近5.6万亿日元（约合2794亿元人民币）。

通过不断渲染所谓周边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防卫费连续多年
增长。共同社22日评论说，在日本承受沉重债务压力的背景下，
政府有责任就防卫预算激增作出解释。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向财政部门申请的2023财年防卫
预算为5.5947万亿日元，相比去年的申请额5.4898万亿日元进一
步增加。此外，防卫省罗列约100项暂时没有确定金额的名目。
按一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部分金额“超过1万亿日元”，最终防卫
预算申请额“达到6.5万亿上下应该确凿无疑”。

共同社指出，与去年相比，防卫省今年在预算申请中所列新名
目之多“异乎寻常”。

在2023财年防卫预算申请中，防卫省把增强“防区外导弹”能
力列为第一要务，“防区外导弹”能从敌方导弹射程以外发起攻
击。此外，上述预算用途还包括研究增加导弹射程，开发高超音速
导弹，为陆海空自卫队部署攻击型无人机，增强太空、网络、电磁波
等领域协同作战能力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表示，新财年防卫费将有“相当大幅度的
增加”。执政党自民党有意把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比重在5年内从1%提升到2%。对于这一目标，日本在野党不赞同。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政府“大搞军备扩张压垮民生”。

日本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严重，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与此
同时，日本正承受沉重债务压力。据共同社报道，对于怎样为防卫
费上涨确保财源、如何分配预算，眼下日本政界并未进行讨论，而
轻易发行国债凑钱的想法并不可取。

分析人士指出，不惜牺牲民生和国家发展来大规模扩军的做
法，不仅引发越来越多日本民众反对，也给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蒙
上阴影。 新华社专特稿

近5.6万亿日元 首要务增强“防区外导弹”能力

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