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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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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陷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难辞其咎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
警告说，估计 98%的阿富汗人没有
摄入足够的食物，许多家庭的生活

俄罗斯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难以为继，阿富汗正面临“雪崩般
的饥饿和贫困”。

据新华社电（记者 黄河） 俄罗斯外交部 18 日发

美国发动的长达20年的阿富汗

布公告，宣布俄自当日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战争让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民生凋

公告说，俄方被迫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应

敝。在阿富汗塔利班接手政权后，

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单方面破坏条约的真实目的是挑

美国丝毫不放松对塔利班的制裁，

起“军备竞赛”。

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 90 多亿美

公告对过去 20 年俄方执行条约的情况进行了回顾，

元海外资产，导致阿金融和银行支

称俄罗斯是在所有缔约国中执行观测任务数量最多的国

付系统承受重压，外汇紧缺，
物价上

家，
各缔约国在俄方领土共进行了1580次侦察飞行。

涨。阿富汗面临严重的经济和人道

公告说，俄方认为，条约过去富有成效的实施表

主义危机，濒临灾难边缘，美国无疑

明，它是缔约国之间加强信任和安全的良好工具，并为

是罪魁祸首。 ■ 新华社记者 史先涛

在阿富汗喀布尔街头拍摄的儿童。■ 新华社发 阿里亚/摄

阿富汗处境艰难

赛义德·努尔是喀布尔一家烤馕店店主。他告诉

记者，一袋 50 公斤的面粉上个月售价2000阿富汗尼（1

系事实上处于崩溃状态。阿临时政府自成立以来已多
次敦促美国解冻阿海外资产，
但美方对此置若罔闻。
由于现金不足，阿临时政府规定，每人的银行账

客观、公正地评估参与国的军事潜力和军事活动创造
了更多机会。然而，条约最终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
的牺牲品。美国退出条约已经破坏了各国利益，是造
成《开放天空条约》体系崩溃的始作俑者。
公告还说，俄方尊重条约其他缔约国继续执行条

阿富汗尼约合 0.06 元人民币）左右，这几天已经涨到了
3500阿富汗尼左右。喀布尔市民纳西尔·艾哈迈德说，
食
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直在涨价，
面粉、
食用油和糖的价
格都快翻倍了，
他已经没钱给家人买足够的食物。
世界粮食计划署 10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280 万
阿富汗人从 11 月开始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题，这一
数字超过阿富汗总人口的一半；320 万 5 岁以下的儿
童在今年年底前遭受严重营养不良。此外，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日前表示，目前有 350 万阿富汗
人流离失所，他们面临严重的饥饿问题，其中很多人
还没有温暖的住所和过冬物资。
此外，阿富汗民众还面临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服
务极度匮乏的困境。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切断援助，
很多靠援助资金运转的医院难以维持，塔利班主导的
阿临时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很难有所作为。阿
富汗官方目前已不再发布疫情相关数据。喀布尔唯
一治疗新冠肺炎的医院表示，近期新冠病例明显增
多，由于医院缺乏检测试剂、药品和氧气，能够收治的
病人人数相对有限。
面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少国家伸出了援
手。中国协调政府、地方、民间等各部门向阿富汗提
供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上万吨粮食、民生、医疗越冬
物资和新冠疫苗等源源不断运往阿富汗。俄罗斯、伊
朗、巴基斯坦等国近期也分别向阿富汗提供了食品、
药品、越冬物资等援助。此外，一些国际组织也为缓

户每周最多只能取款 300 美元。为了能取到钱，有些

在社会治理方面，尽管塔利班 12 月初颁布了保

几乎每天都会新增“数以十万计”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

护妇女权益的特别法令，但妇女就业和受教育状况仍

例，其中伦敦最为严重。由于报告延迟，目前在英观察

解阿富汗人道主义灾难做出努力。

不乐观。不少过去有工作的妇女失去收入，对家庭经

到的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而住院的病例数可能只是实

济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际数字的十分之一。

美国难辞其咎

人凌晨 4 点就去银行门口排队。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阿富汗经济形势的恶化。阿富汗临时政府代
理副总理巴拉达尔 14 日表示，美国冻结的资产属于阿
富汗人民，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不应保持沉默。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了阿富汗
遭遇困境，而美国迟迟不肯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又
导致阿经济和民生加剧恶化，阿富汗如今深陷人道主
义危机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美国《纽约时报》在 15 日的一档播客节目中指
出，美国试图以经济制裁“惩罚”塔利班，但受打击最
大的却是阿富汗平民。

约的决定，希望各方进行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2020 年 5 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俄罗斯违
反《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该条约其他缔
约国通报退约决定。同年 11 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条
约。今年 1 月 15 日，俄罗斯决定开启退出《开放天空
条约》的国内程序。6 月 7 日，俄总统普京签署退出《开
放天空条约》法律草案。
《开 放 天 空 条 约》于 1992 年 签 署 ，2002 年 起 生
效。条约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
的空中侦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
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
和大部分北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治理任重道远
除了美国这个祸首外，
阿富汗内部也存在一些加重
人道主义危机的因素。有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塔利班掌
权以来结束了阿富汗内战，
杜绝了因战乱引发的大规模
伤亡现象，
但在安全和社会治理方面仍面临一些问题。
在安全方面，
“ 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制造的袭击
事件依然频发。仅在喀布尔，平均每两到三天就发生
一次爆炸袭击事件。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
朱永彪认为，虽然塔利班政权总体实现了国家稳定，
但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无法彻底制止恐怖袭击。

奥密克戎毒株成英国“严重威胁”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 18 日说，英格兰
每天可能新增“数以十万计”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表示，奥密克戎毒
株已成为英国“非常严重的威胁”。
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当天更新的疫情报告显
示，英国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持续激增，在英格兰，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闫伟表示，
塔利班此次接

英国政府 1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确

管政权后，
与前一次掌权时相比显得更为温和、务实，
与

诊病例 90418 例，仅次于前一天创下的疫情以来日增

于美国。塔利班 8 月 15 日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后，

国际社会交往也显得更为成熟。但阿富汗存在的问题

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新增死亡病例 125 例。英国卫

美国冻结了阿央行在美境内资产，致使阿富汗金融体

很多，
期待塔利班上台后短时间内彻底解决并不现实。

生安全局当天报告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10059

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的资产大部分存放

例，累计 24968 例；该毒株所致死亡病例 7 例。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 18 日说，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

机密文件曝光，美媒：

在伦敦传播的主要变异毒株。过去 24 小时内，伦敦新

美军中东空袭所致平民死亡远高于承认数字
综合《纽约时报》、法新社和“今日俄罗斯”
（RT）消
息，五角大楼严重淡化了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所谓
“精确”打击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

“远离前线”的地方。2017 年的一次袭击中，一架美国
战机误将一辆载有两名儿童的民用汽车当成汽车炸弹，
杀死了逃离摩苏尔（伊拉克北部城市）西部的一家人。

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26000 例，创疫情以来最高纪录。
约翰逊17日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英国
“非常严
重的威胁”
，
该国正面临
“非常严重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潮”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近日警告说，
英
国正遭受德尔塔毒株与奥密克戎毒株的双重打击，
未来几

周可能会不断出现创纪录的疫情数字。
《英国医学杂志》18

根据《纽约时报》获得的美国军方内部对 1300 多

在审查文件后，并走访了近百个在伊拉克、叙利亚

份平民伤亡报告的机密评估显示，美国在中东多国发起

和阿富汗的事发地后，
《纽约时报》称，尽管美国军方没

的空袭被标记为“存在严重情报失误”，这些空袭存在目

有走访这些地方或与目击者交谈，但他们仍然经常否认

此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鉴于奥密克戎毒株

标确定仓促而又不精确的情况，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其

平民伤亡的报告，称这些不可信。

的高传染性及其部分逃避免疫的能力，很显然需要迅

中包括许多儿童。报道称，这与美国政府所描绘的由全
视无人机和精确导弹发动战争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
即使美国承认平民伤亡，
也不急于向受害者支付
赔偿金，
《纽约时报》报道称，
“支付的慰问金不足十几笔”
。

日发文敦促英国有关部门采取进一步疫情防控措施。

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教授马丁·麦基

速做出反应，但是我们的政策几乎完全基于提高疫苗
接种率，这需要数周时间才能产生效果。”

RT 称，好战的美国军队倾向于依靠“不正确或不

五角大楼声称，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轰炸行动

完整”的情报来打击“恐怖分子”目标，有时反而杀死数

共造成 1417 名平民死亡，自 2018 年以来，已有 188 名

口罩等措施在内的《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划》B 计划，

十名平民。报道举例称，2016 年 7 月 19 日，美国的一次

平民在阿富汗丧生，不过《纽约时报》表示，虽然目前还

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快速蔓延。12 日，英国新冠疫情

空袭导致大约 120 名叙利亚村民丧生。而五角大楼认

无法确定死亡人数，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确切死亡数

警报级别由 3 级升至 4 级。不少英国专家认为，政府本

为，大约 85 名武装分子在轰炸中丧生，尽管事发地在

远高于五角大楼所承认的数字。

■ 据环球网

本月 8 日，英国政府启动包括在部分场所强制戴

应更早采取更严格的防控措施。 ■ 新华社记者 郭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