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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
争以来，美军已在阿富汗深陷
泥潭 17 年，将近 1900 名军人
死亡。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
是美国“最长的一场战争”。经

过数次增兵，驻阿美军现有人数
大概1.5万。

特朗普去年8月发布的所谓
阿富汗“新战略”没有对遏制塔利
班产生实际效果。根据新战略，美
国没有从阿富汗撤军或减少驻军、
反而增兵，向阿政府军提供更多空

中支持，以迫使塔利班回到谈判
桌。一年过去，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塔利班在农村控制范围扩大但无
力夺取主要城镇，阿富汗安全部队
能力仍显不足，安全形势面临严峻
挑战。美国政府一份最新评估报告
显示，目前阿富汗政府控制或影响
全国56%的地区。

美联社解读，如果美方同意与
塔利班直接对话，将标志特朗普政
府“战术转变”。美方以往一贯立场
是谈判方必须包括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6日
证实，美国不久前派出代表与阿富汗
塔利班组织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行多年来首次直接对话。

分析认为，美国曾长期拒绝与塔
利班直接对话，主张涉及阿富汗和平
进程的对话都必须有阿政府参与，因
此此次双方直接对话标志着美国对
阿战略发生转变。此次对话有利于推
动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展开和谈，但
阿富汗和平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深陷泥潭17年
美国需重新审视对阿政策

阿卜杜拉当天出席内阁会议
时表示，阿政府对于美国近期与塔
利班组织的对话内容“有所了解”，
双方对话的目标是为阿政府与塔
利班最终回到谈判桌“铺平道路”。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
南亚和中亚司副助理司长爱丽丝·
韦尔斯7月下旬带队和塔利班代表
在多哈展开一系列会谈。报道说，
虽然美国方面对外没有公布这个
消息，但也并未否认。

分析认为，美国在与塔利班对
话的问题上转变态度，主要有以下
考量：首先，美国在阿富汗深陷泥
潭 17 年，需重新审视对阿政策。
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
反恐为由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
政权。时至今日，阿富汗安全局势
依然动荡，和平重建步履维艰。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
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美国造
成巨大消耗，美国为阿富汗安全和
经济援助年均花费高达450亿美元，
相当于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新战略收效甚
微，需要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找新的突破

口。去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对阿新
战略后，向阿富汗增兵，并加大对塔利
班的攻势。然而，新战略既没有对遏制
塔利班产生实际效果，也没能迫使塔
利班同意与阿富汗政府谈判。塔利班
依然态度强硬，坚持与美方直接对话。

此次直接对话
或成阿富汗和平进程转折点

据阿富汗消息人士透露，塔利班
方面在会谈中要求美国撤军、结束对
塔利班领导人的制裁，美国方面则希
望保留驻军，同时呼吁塔利班停止军
事行动，加入阿富汗和平进程。双方还
讨论了有关塔利班在宰牲节期间与政
府停火的可能性。

分析指出，塔利班有可能与阿政府
实现暂时停火，但阿富汗安全局势在短
期内难以逆转。当前阿富汗面临多重安
全威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北方部
分地区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塔利班。

阿富汗阿里亚纳新闻社2日援引
阿国防部长巴哈拉米的讲话称，阿政
府计划近期与塔利班再次短期停火，
而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阿富汗的持
久和平与稳定。分析指出，阿富汗问题
难以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应将更
多精力放在推动政治谈判上。阿富汗
政治分析人士法图巴里说，长期来看，
美国与塔利班直接对话有可能成为阿
富汗和平进程的转折点。

阿富汗和平进程应遵循“阿人主
导、阿人所有”这一原则，阿富汗政府
一直强调美国等盟友只能扮演辅助角
色。今年2月，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愿
意与塔利班对话，但塔利班对此反应
冷淡。分析认为，此次美方与塔利班直
接对话有利于推动塔利班与阿政府展
开对话，但直接对话的效果仍有待检
验，阿富汗和平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8 日与到访的
朝鲜外务相李勇浩会晤，两人均对美国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提出批评。

据伊朗总统府发表的声明，鲁哈尼在会
晤中说，伊朗和朝鲜就不少关键国际议题

“总是立场相近、支持彼此”。他指认美国“不
可信、不可靠”，未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李勇浩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及之
后重启对伊朗制裁违反国际法。他说，朝鲜
的战略优先目标包括深化与伊朗关系、“对
抗单边主义”。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李勇浩是鲁
哈尼去年连任后首名到访伊朗的朝鲜高级
别官员。他与鲁哈尼的会谈恰好在美国 7
日正式重启对伊制裁一天后。

美国政府5月8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第一批制裁针对伊朗政府的与美元相关金
融交易、贵金属买卖、汽车和民航业等领
域，8月7日零时生效；第二批制裁针对伊
朗能源行业和中央银行对外交易，定于11
月5日零时生效。

按《伊朗经济日报》的说法，李勇浩向鲁哈
尼介绍了朝鲜与美国就核问题进行的谈判。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12日
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新加坡会晤。
在寻求与朝方外交谈判的同时，特朗普政
府宣称在朝鲜完全弃核前不会放松对朝制
裁。按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说法，作为同
样面临美方制裁的国家，伊朗和朝鲜都认
为施加制裁不利于推进谈判。

美国国务院 8 日下午突然宣布，因今年 3 月
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事件，美国
将对俄实施制裁。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此时重提旧事对俄
罗斯进行制裁，很大程度上是总统特朗普迫于国
内“通俄门”调查压力采取的举措，意在争取民心
帮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此举将令刚刚释放出
积极信号的美俄关系再次恶化，两国关系短期内
难以转圜。

此次制裁将分两阶段进行
几乎所有俄罗斯国有企业都将受影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8日发表声明称，
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受到“‘诺维乔克’神
经毒剂”袭击后，“美国8月6日认定俄罗斯联邦
政府违反国际法使用了生化武器或对其国民使
用了致命生化武器”。声明说，美方决定对俄实施
制裁，相关制裁将于8月22日前后生效。声明并
未说明对俄具体制裁内容。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8日的电话吹风会上说，
此次制裁将分两阶段进行，其中第一阶段制裁将
可能导致相关企业无法获准向俄出售涉及敏感
国家安全问题的商品。若俄罗斯拒不提供未来不
再违反国际法使用生化武器的“可信保证”并同
意联合国相关机构对俄方行动进行“现场核验”，
美国将在本轮制裁开始执行3个月后发起第二阶
段更为严厉的制裁。美媒报道称，第二阶段制裁
将包括两国降低外交关系级别、俄航航班不得赴
美、双边进出口贸易全部中止等。

美方官员称，此次美国的制裁规模将非常庞
大，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国有企业都将受到影响，
涉及的交易金额将可能达到上亿美元，制裁将大
大打击俄罗斯经济。

此时对俄“出招”
更多是迫于“通俄门”调查压力？

特朗普和俄总统普京7月刚在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会晤，释放出积极信号。美方却在不久后就
突然以5个月前的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为由对俄

实施制裁，令人感到意外。
事实上，美国国会3月就已正式要求特朗普

政府认定俄罗斯是否在上述事件中违反了国际
法。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政府本应在国会提出要
求后的两个月内做出认定，但特朗普政府却迟迟
没有动静，其“拖沓”表现还被国会两党狠批。

对于特朗普政府此番突然做出认定并出台
制裁措施，有美高级官员解释说，认定程序“复杂
而艰难”，再加上要确保制裁不会波及美国企业，

“这种事晚一点宣布是很正常的”。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时“出招”

更多是迫于国内“通俄门”调查的压力。有分析指
出，美国情报界已认定俄罗斯干涉了2016年美国
总统选举，但特朗普一直不愿承认，还曾表示他
找不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理由。此番言论震
动美国政界，特朗普后来表示此话为“口误”。特
朗普国家安全团队希望借此次制裁对“口误”事
件“消毒”，以此回应外界有关特朗普对普京“态
度软弱”的批评，以免冲击11月中期选举选情。

挥舞制裁“大棒”同时
特朗普继续主张美俄改善关系

挥舞制裁“大棒”同时，特朗普继续主张美
俄改善关系。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
8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说他数天前访
俄，带去一封特朗普给普京的信，特朗普在信
中强调美俄在反恐、议会间对话等领域进一
步接触的重要性，提议恢复美俄文化交流。白
宫晚些时候也发表声明，确认委托保罗向普
京转交信件。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丹·马
哈菲认为，美国的举动体现了特朗普软硬兼
施的“交易艺术”。分析指出，尽管华盛顿方面
对莫斯科“又打又拉”，但鉴于此次制裁对俄
经济影响重大，而且俄方也不太可能答应美
方提出的条件，两国关系短期内将难以得到
转圜。美国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研究中心
主任奈尔·加德纳认为，此次制裁表明美俄
关系未来会继续恶化，华盛顿会对莫斯科采
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

因俄前特工中毒事件
痛下狠手制裁俄罗斯

继高调宣
布重启对伊朗
进行一系列制
裁之后，美国政
府日前又宣布
了新的对俄罗
斯制裁措施。前
者 属 于“ 计 划
内”，白宫几个
月前就已“子弹
上膛”，后者则
让不少国际观
察家感到突兀，
毕竟美俄元首
上个月刚举行
了气氛不错的
会晤。

近期以来，
美国政府启动
的制裁一个接
着一个，俨然有

“上瘾”之态。前
几天，美国对其
北约盟友土耳
其进行制裁，土
美关系近乎到
了撕破脸的地
步；美国政府还
威胁欧洲，如果
欧洲企业继续
与伊朗做生意，
其在美资产和
金融活动将遭
受“次级制裁”。

一言不合
就制裁，这种视
国际规则与道
义如无物的做
法几乎成了美
国外交工具箱
的首选“刀具”，
其霸凌作风正
遭到国际社会
越来越多的批
评和抵制。

各国之间
有分歧很正常，
关键是要通过
理性对话，有理
说理，按照国际
通行规则行事，
不能由着性子
胡来，更不能仗
着胳膊粗就动
辄用拳头说话。
须知，有理走遍
天下，无理寸步
难行。

在 21 世纪
的今天，公正、
公道与规则意
识早已深入人
心，“丛林法则”
已行不通。美国
的“霸凌主义”
作风，得改！“任
性制裁”这瘾，
得戒！

美国挥舞
制裁大棒

面对制裁“大棒”
伊朗朝鲜齐批美国

多来年首次
直接对话塔利班

美国改变
对阿战略

韩国统一部9日宣布，韩朝双
方将于本月13日在板门店朝方一
侧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磋商

《板门店宣言》履行方案。
韩国统一部发布消息说，朝方

当天上午向韩方提议于13日举行
高级别会谈，检视《板门店宣言》
履行情况，磋商韩朝领导人会晤
筹备工作及相关问题，韩方接受这
一提议。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将作
为首席代表，率团参加此次高级别
会谈，并通过这次会谈与朝方深入
商讨促进《板门店宣言》履行的方
案，及举行韩朝领导人会晤需讨论
的事宜。

4月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和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
板门店举行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
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5
月 26 日，两位领导人在板门店朝
方一侧统一阁再次举行会晤，就履
行《板门店宣言》及举行美朝领导
人会晤相关事宜交换意见。

6 月 1 日，韩朝双方在板门店
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高级别
会谈。双方同意定期举行高级别会
谈，检视《板门店宣言》履行情况。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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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韩朝高级别会谈下周举行
磋商《板门店宣言》履行方案

“任性制裁”

美国“最长的一场战争”
17年阿富汗战争要终结了吗？

长期来看，美国与塔
利班直接对话可能成
为阿富汗和平进程的
转折点。此次对话有
利于推动塔利班与阿
富汗政府展开和谈，
但阿富汗和平进程依
然任重道远。

塔利班方面在会谈
中要求美国撤军、结
束对塔利班领导人
的制裁，美国方面则
希望保留驻军，同时
呼吁塔利班停止军
事行动，加入阿富汗
和平进程。

这瘾，
得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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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方新制裁，俄罗斯驻美国使馆8
日回应，认定美方的制裁理由“牵强附会”、
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使馆一份声
明报道，美方以“流水线”方式向俄方施加
没有事实依据的制裁，且拒绝与俄方沟
通。声明说：“我们已经习惯于听不到任何
事实或证据。美方以信息涉及机密为由，

拒绝回答我们的后续问题，我们却被告
知，美方有足够（情报）得出‘俄罗斯应承
担责任’的结论。”

俄使馆说，他们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
信中多次确认，强烈支持对斯克里帕尔父
女事件作公开、透明的调查，提议公开俄美
双方就这一事件的沟通内容，但美方“迄今
未予任何答复”。

俄罗斯回应：美方制裁理由“牵强附会”

本组稿件均据
新华社

7月31日，阿富汗东部一政府办公楼遭袭，安全人员抵达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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