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刚在华盛顿表示，中美关系的
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这是时代
潮流，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秦刚当晚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时
说，50年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叩开
了中国的大门。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中
美相互隔绝，富有远见的基辛格博士不
得不以隐蔽的方式，取道他途，前往中
国，“50年后的今天，作为第11任中国驻
美大使，我可以公开踏上正途，直抵美
国。时过境迁，令人感慨。我相信，中美
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这
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秦刚说，半个世纪，中美关系历
经风雨，一路走来，不仅深刻影响了
两国，也深刻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世

界。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
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
和调适中，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
道。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
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有巨
大机遇和潜力，何去何从，关乎两国
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的未来。一个
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
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

秦刚指出，他将按照中美两国元首
除夕通话精神，同美国各界架起沟通、
合作的桥梁，维护中美关系的基础，维
护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推动
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让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
美相处之道由可能变成现实。

秦刚还说，美国正在拜登总统领
导下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振兴经
济发展，他祝愿美国早日战胜疫情，祝
愿美国人民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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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两国代表28日在日内瓦
举行战略稳定对话。此次对话是
拜登上台以来俄美双方首次就军
控和其他战略稳定问题展开谈
判，是对6月“普拜会”达成有限共
识的具体落实。

分析人士指出，在俄美关
系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首轮
对话只是摸底，双方高度关注
的军控问题谈判难有实质性成
果。当前俄美核武器处于非对
称竞争状态，续约后的《新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约束力有限，两
国对新军控条约各有需求、分
歧难解。

复杂背景下的摸底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和美国
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率代表团举行
闭门会议讨论战略稳定问题，持
续约7个小时。

专家指出，此次对话是在俄
美关系持续紧张的局势下举行
的，其背景复杂不同以往。

第一，俄美关系仍处于历史
低点。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俄美在
人权、网络安全、干预选举以及乌
克兰等地区问题上分歧明显，对
抗加剧。此外，经济制裁、外交驱
逐战等戏码轮番上演，俄美政治
互信严重不足。“普拜会”阻止了
俄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在双方
关切的一系列问题上初步划下

“红线”，但“红线”的诸多细节仍
不明朗。俄美关系未取得突破，在
对抗中寻求有限合作仍是未来两
国关系的主旋律。

第二，俄美军控体系濒临崩
塌。近年来，美国为维持其全球
霸权，对待国际条约“合则用，不
合则弃”，先后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中导条约》《开放天
空条约》，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续约问题也一度反应冷淡。
直到今年2月，俄美双方才在“最
后关头”确定将《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延长5年。该条约旨在限
制俄美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
载工具数量，是目前两国间的唯
一军控条约。

第三，俄美军备竞赛明争暗
斗。尽管俄美双方均表示愿在战
略稳定和军控问题上重回谈判
桌，但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双方仍
在相互“较劲”。就在此次对话开
启前不久，俄方再次成功试射“锆
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S-500新
型防空导弹系统完成新试射等消
息引起美方高度紧张。

美国国务院在会后表示，此次
对话专业且内容丰富，双方商定于
9月底再次会面，在此之前还计划
举行非正式磋商。里亚布科夫在会
后透露，双方就如何巩固战略稳
定、如何妥善应对战略稳定领域的
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非对称竞争下的博弈

军控是俄美战略稳定对话
的主要议题，而俄美军控谈判
聚焦于签署新的军控条约。专
家认为，当前俄美对彼此军力
的关切远超出《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中的战略核武器范畴，
双方战略平衡的主要分歧集中
在不受该条约制约的战术核武
器和新型战略武器。

近年来，俄罗斯在经济实力
和军事技术上相较美国整体处于
劣势，故采取“非对称”战略应对
外部安全威胁，即加强战术核武
器力量建设，通过研发实战适应
性更强的武器弥补常规武装力量
的不足，以此应对北约反导系统
带来的军事围堵以及北约东扩带
来的政治围堵。为遏制俄罗斯，美
国研发和部署了低当量核弹头的
潜射弹道导弹，并着力研发海基
核巡航导弹。

战术核武器同战略核武器相
比，爆炸当量降低、杀伤半径有
限，在一定条件下似乎是“可以使
用的核武器”。但在双方都拥有核
武器、具备二次核反击能力的情
况下，核战争没有赢家。俄美战术
核弹头仍使用战略核武器的载
具，在战时很难做出准确识别，极
可能引发核误判甚至核战争。因
此，拥核国家使用战术核武器是
非常危险的行为。此外，美国最
为忌惮的武器就是俄近年研发
的“匕首”“先锋”“锆石”高超音
速导弹、“海燕”核动力巡航导
弹以及“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
航器等新型战略武器。

实际上，俄美双方均认为新
军控条约应涵盖更多类型武器，
但在哪些武器应被纳入该条约的
问题上争执不下，各有需求。美方
希望限制俄方开发新型武器，达
成一项不区分战术核武器和战略
核武器的军控条约，以避免其威
胁美方战略优势。俄方则认为美
方尚未完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规定的核裁军义务，且美方的
反导系统、太空武器等也应被纳
入新军控条约之内。

专家指出，俄美核武器总体
呈现非对称竞争状态，且新形势
下的俄美军备竞赛已转化为技
术革新之争，求质量而非数量，
这无疑为新军控条约的制定加
大了难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续约虽暂时避免核军备失
控，但已不适应俄美战略发展现
状，对双方军控约束力相当有
限。鉴于该条约只能续约一次，
若俄美不能在未来5年内就核裁
军的更多细节达成新协议，将严
重冲击现有国际核安全体系和
全球战略稳定。

（新华社）

边对话边较劲！
两国对新军控条约分歧难解

俄美军备竞赛明争暗斗

“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抵美履新
7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
刚抵达美国履新。秦刚大使到达时
受到驻美国使馆公使李克新、驻纽
约总领事黄屏等中国驻美外交官的
欢迎。秦刚是第十一任中国驻美大
使，出使美国之前任中国外交部副
部长。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于6
月23日离任回国。

张家界所有景区景点今起关闭
当地逐个劝返旅行人员

伊拉克安全官员29日披露，
两枚火箭弹当天早晨落在首都巴
格达“绿区”的美国大使馆附近，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绿区”内有伊拉克政府机构
以及美国等国使馆。伊拉克一名
高级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一枚
火箭弹落在“绿区”内一座停车
场，另外一枚落在停车场附近一
处空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它们
的目标是美国大使馆，但未击中。

暂时没有人员或组织“认领”
这次袭击。针对美国驻伊拉克外
交机构或军事基地的袭击时有发
生，美方指认伊朗支持的伊拉克
什叶派民兵武装实施这类袭击，
伊朗方面否认涉入。

法新社报道，这次袭击发生
时，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
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正在回国
途中。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与卡
迪米26日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
确认美国驻伊拉克部队将于今年
年底结束作战任务，过渡至训练
和协助伊政府军的任务。

美国 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
争，2011 年底从伊撤军，仅留少
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2014 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
大片地区，美军随后增兵伊拉克，
主要承担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培
训伊政府军的任务。目前，驻伊美
军约有2500人。 （新华社）

记者 29 日从湖南省张家界
市委市政府获悉，29 日 0 至 24
时，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增 1 例本
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杨某某，
女，38 岁，现住张家界市永定区
官黎坪街道汪家寨村1组。7月29
日，经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核酸检
测呈阳性，市级专家会诊为确诊
病例（普通型）。

据悉，目前，杨某某已转运至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东院隔离医学
观察。张家界市相关部门已排查
密切接触者 10 人，相关流调、排
查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29日晚，湖南省张家界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疫情防控专题
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30
日上午起，张家界市所有景区景
点关闭。

张家界市委常委、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尚生龙在发布会上

表示，对计划近期来张家界市
的旅客和游客，将通过有关官
媒和渠道及时信息告知，劝其
暂缓或延期前往。对已经在张
家界的旅客和游客，将快速、有
序做好核酸检测工作，根据检
测结果决定是否离开张家界市
境内。

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局长邓剑表示，截至目前统计
数据，在张家界还有 754 个旅行
团，共1.19万人。当地正在逐个劝
返旅行人员。为了能够让这些旅
游团队顺利回家，对这些旅行社
团队的退费问题作了妥善安排，
安排旅行社、协会组织专用大巴。
在回程中因为交通工具的限制，
不能正常回家的，将组织由专用
的旅游大巴和专业的服务人员作
保障。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落下火箭弹

河南荥阳57岁阿姨的
冰柜漂浮记

20日早上6点，张桂花本想去晨
练，但外面雨下个不停，没法出门。
到了7点，她打开自家超市的大门，
开始上货、清货。

张桂花一个人住在超市里，以
往孩子们会打打下手，但两个儿子
长大，先后去了郑州市上街区成家。
前几年，她和丈夫分开，开始独居，
儿子们不放心，劝她过去一起住，但
被拒绝。她的超市开在荥阳市的汜
水镇康泰路边，边上是当地的中心
卫生院。汜水从镇子淌过，上游经巩
义市米河镇，下游则汇入黄河。

当天来超市的客人不算多。那几
日，汜水镇一直在下雨，到了20日，雨
下得更大，整个上午，她就卖出几把
雨伞。郑州气象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
19日早上6点至20号日上6点，汜水镇
的降水量达到了200.4毫米，而7月20
日当天上午6时至10时，位于汜水镇
西部2.5公里处的虎牢关降水量达到
了72.3毫米。到了中午12点，张桂花
煮了韭菜鸡蛋馅的速冻饺子，又给儿
媳发了段店门口的视频：树干泡在雨
水里，店门外的楼梯被淹了一半，盆
栽也被暴雨冲得七零八落。

吃完午饭不久，超市停电了，张
桂花意识到不对劲，她赶紧给儿媳
拨了电话，没人接，又在微信上给她
发了几张暴雨积水的照片。

12点正是午饭时间，儿媳在给孩
子喂奶，错过了这通电话。十几分钟
后，儿媳回拨，电话已无人接听。

A 暴雨
中午12点，张桂花给儿媳

发了段店门口的视频：树干泡
在雨水里，店门外的楼梯被淹
了一半，盆栽也被暴雨冲得七
零八落

到了1点左右，雨又大又急，水漫
上来，翻过一段短阶梯、爬过平安树
的花盆，径自往张桂花的超市冲。她
急忙把两扇玻璃门拉上，但水还是不
停从细缝涌进来，张桂花抱来一床棉
被，叠了叠，比着门缝铺开。

被子还没铺好，一个浪汹涌地打
来，右边玻璃门就碎了，碎片和着洪
水往里猛灌，张桂花一个趔趄，差点
坐水里。手机找不着了，一不留神，拖
鞋也掉了。双脚露出来，腿和脚趾被

玻璃割伤，伤口有一指长，血肉向外
翻。水位从膝盖爬到腰、齐胸，整个过
程不过十来分钟，张桂花在水里小心
移动。她没有慌，一心在观察，什么东
西能暂保她安全。

这时，平时用来装雪糕的冰柜飘
了起来，她努力往那边挪动，双手拉
住冰柜边缘，一用力，就爬到冰柜玻
璃盖上。水涨得快，她和冰柜一起往
上浮，头就快撞到石膏板做的吊顶。
她先把冰柜的玻璃门拆下，推开拦住
冰柜的杂物，接着双手抡成拳，“咚咚
咚”地砸向石膏板吊顶。强烈的求生
意志使她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石膏一
块一块掉。整个吊顶脱落，露出背后
钢筋，手臂出现大片淤青。

超市内水位持续攀升。窗户离房
顶有一米左右的距离，水漫过窗户
时，室内就一片漆黑。96平方米的超
市，被水隔绝成孤岛，没有光，没有
电，屋外下雨的声音也听不见，只有
水流声在耳边转。

下午2点左右，二儿媳杨露东在
短视频平台上发现，汜水镇的水势已
经很大了，积水涌进大街小巷，她担
心婆婆的安全，不断给她打电话，但
一直无人接听。在超市内，张桂花还
不知道亲人焦急地找她，水位还在
上升，载着冰柜往房顶逼近。衣服湿
透了，冰柜内壁结着两三公分厚的
霜，光脚踩在里面，感受不到冷，也
感受不到伤口疼，身体是木的。她把
冰柜里的两个白色铁架清空，垫在
身下。双腿痉挛不止，她沉默地躺在
冰柜里，她知道现在要耐心等待，保
存体力。

昏天黑地里，超市里的水越来越
多，冰柜外沿已经抵住天花板。她闭
着眼睛，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心里
揣着希望，想着总会获救，现在不过
是在战斗，与洪水战斗。可是，随着氧
气愈发稀薄，原先求生的意志也开始
动摇。她开始胡思乱想，会不会活不
下去，万一等不到救援呢？

在黑暗中，张桂花感受不到时
间，不知道何时，水停止上涨。起初，
她躺在冰柜时，伸手就能摸到水泥屋
顶，冰柜在这个位置停留了很长一段
时间。她时不时伸手去摸摸水位，慢
慢地，感觉手指离天花板远了。根据
她估算，房顶和她的距离起初是四指
长、接着变成了一掌、然后是两掌，到
后来用力往上伸手，也摸不着顶了。

水位一点点回落，悬着的心也跟着
降，心中又有了期盼。

慢慢地，窗户也漏出来了，凌晨
五点左右，天还是黑的。但从窗外，
还是透过一丝亮光，接着传来水流
混着冲锋艇发动机“腾腾腾”的声
音，有人在外面一遍遍大喊：有人
没？有人没？

救援人员来了，获救的机会近在咫
尺。她往窗户移动，从水里捞起一块半
米长的白色木板，用力砸向窗户，砰！玻
璃没碎，但外面的人听见了声响。有声
音朝她的方向喊道：“一个冲锋艇上能
坐好几个人！”她理解，这是宽慰她，不
要急，肯定会来救你。冲锋艇上的搜救
人员绕了一圈，开到超市。同时，她也尽
力创造救援条件，从水里捞起一个超市
货架，勉强扶着货架借力坐到冰柜上，
两名救援人员把她接上了冲锋艇。劫后
余生，太多东西来不及感受，双脚上长
长的伤口血流不止，“都没觉得痛”。

27日，距离洪水退去已有一周

了，张桂花一直在家养伤，双腿还下
不了地，没能去超市看看。两个儿子
也不让她去，他们近期一直在给超市
清淤，光是门口马路的淤泥就快高到
脚踝，还混着杂物垃圾，超市内部更
是一片狼藉。半生心血，统统付诸东
流。据张桂花估算，整个超市的损失
有四五十万，她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凭
的妇女，没有给超市买保险的意识。
她表示，光是看儿子们拍的照片，就
觉得非常非常心痛。

目前，超市的清扫和消杀尚未完
成，两个儿子还在为此忙碌，好像并不
感到绝望。7月25日，大儿子张岩去超
市时，把超市受灾情况发到朋友圈，并
配文道：就像被洪水卷走时，为了活下
去必须舍弃行李与衣物一样，虽然失
去了很多东西，至少没有完全失去人
生——我的老妈，一切会好起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蓝婧
实习记者 陈怡帆 实习生 林倩冰
综合新华社

29日下午，河南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
最新灾情：截至29日12时，据国家
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统计，此轮
强降雨造成河南150个县（市、区）
1616个乡镇1391.28万人受灾，因
灾遇难99人，仍有失踪人员在进一
步核查当中。郑州市新增遇难人数
26人，其中新密18人，荥阳8人。

7月20日以来，河南省多地降
下罕见暴雨，洪水肆虐。在荥阳市汜
水镇，一位独自守着超市的阿姨，在
洪水入侵时躲进了冰柜，在恐惧与
寒冷中漂浮了17个小时。她叫张桂
花，今年57岁。

近日，张桂花向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讲述了这段令人后怕的
经历。

分钟分钟

B 漂浮
随着氧气愈发稀薄，原先

求生的意志也开始动摇。张桂
花开始胡思乱想，会不会活不
下去，万一等不到救援呢？

C 脱险
大儿子张岩把超市受灾

情况发到朋友圈，并配文道：
虽然失去了很多东西，至少没
有完全失去人生——我的老
妈，一切会好起来！

洪水过后的超市
获救后的张桂花在医院治疗 受访者供图

秦刚（中）抵达美国

美专家叫好：
讲话中一些表述有新意

释放出积极信号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

库恩对新华社记者说，秦刚大使抵
美履新之际，美中关系漫长曲折的
发展道路正值关键节点，我认为他
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中美关系继续
恶化。他的讲话深思熟虑又平衡，我
注意到讲话中一些表述有新意、释
放出积极信号，比如中美“正在进入
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
全胜对记者说，正值中美关系发展重
要时刻，秦刚大使来美赴任可谓临危
受命、任重道远，将对中美关系发挥建
设性作用，令在美华侨华人殷切期盼。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
主任朱志群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
国驻美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各界很期
待他为促进中美友好合作起到良好
的桥梁作用。尽管外交工作面临挑
战，但中美关系打开新的局面是双方
共同的愿望。朱志群还说，秦刚一到
华盛顿就对中美记者发表了讲话，还
祝愿美国早日战胜疫情、祝福美国人
民幸福安康，非常有人情味、很温暖。
综合新华社、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