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丹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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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联邦

众议员、退伍军人吉姆·班克斯曾上
过阿富汗战场。他估计美军遗弃在
阿富汗的武器装备总共价值 8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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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 月 31
日说，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溯源
报告，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都看得
清清楚楚，也及时发出了正义之声，
美方搞政治溯源只会毒化国际溯源
合作氛围，注定没有出路。
汪文斌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有关提问时说，美国情报部门炮

制所谓“溯源报告”，本质上是一份
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告。对
此，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都看得清
清楚楚，也及时发出了正义之声。

汪文斌表示，古巴外长罗德里
格斯发推特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将新
冠病毒起源归咎于中国是不负责任、
不可接受的，这是美国惯用谎言来设
法实现其政治目的手法。委内瑞拉政
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将病毒溯源政

治化的做法十分危险，呼吁国际社会
一致予以谴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
究所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首席
研究员彼得罗夫斯基表示，美国对中
国毫无证据的指责以及将病毒溯源
政治化的行径令人无法接受，其目的
是试图将自身责任转嫁给中国。巴基
斯坦、柬埔寨、埃及、巴西、叙利亚等
多国官员或学者纷纷发文抨击美情
报部门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

告”和“实验室泄漏论”，指出政治
动机无法替代科学依据，与其指责他
国，美国更应关注自身抗疫并积极维
护国际合作。
“中方始终认为，新冠病毒溯

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
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
究。”汪文斌说，今年初，国际和中
国权威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华
进行了为期 28 天的考察研究，并

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
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专业
和科学的结论，为全球溯源合作打
下良好基础，应当得到包括世卫组
织在内的各方尊重和实施。今后全
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这个基础
上开展，而不是另起炉灶。
“美方搞的政治溯源只会毒化

国际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团结
抗疫，注定没有出路。”汪文斌说。

外交部：美方搞政治溯源只会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

惠晓霜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30 日，美
国宣布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在阿富
汗持续约 20年的军事行动结束。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
麦肯齐在五角大楼的视频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我们从阿富汗的撤离
行动已经完成”，撤离美国公民、第
三国人员和相关阿富汗人的军事行
动已经结束。

他说，撤离行动的最后一架
C-17 军用运输机于美国东部时间
8月 30 日 15 时 29 分（阿富汗当
地时间 30日 23时 59 分）从喀布
尔国际机场起飞，驻阿美军指挥官
克里斯·多纳休和美国驻阿富汗大
使馆代办罗斯·威尔逊随机撤离。这

标志着“在阿富汗近 20 年（军事）
任务的结束”。

麦肯齐说，这是美国军队史上
“最大规模非作战撤离行动”，8月
14 日以来，从喀布尔机场撤离超
过 7.9 万平民，包括 6000 名美国
人。

麦肯齐承认，阿富汗战争“代
价不低”，派驻阿富汗的美军累计
达 80 万人次，其中 2461 人死亡，2
万多人受伤。
只是，这场战争中，阿富汗人承

受的代价要大得多：10 多万名平民
伤亡，1000 多万人流离失所，平均
每天经济损失 6000 万美元。

美军当年以“反恐”为名发动
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如今
却与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并在后

者“目送”下仓促离开阿富汗。
麦肯齐说，在美军及其盟友组

织的撤离行动过程中，塔利班在机
场外围维持秩序，没有干预撤离行
动，表现“公事公办、作风务实”，
“帮助很大，很有用处”。按照麦肯
齐的说法，美军完成撤离前与塔利
班“没有交接”。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
拉·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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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社描述道，塔利班人员午

夜时分目送最后一架美国飞机消失
在阿富汗上空，随后朝天鸣枪，庆祝
全世界军力最强大的国家被逐出这
个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美完成从阿富汗撤军
称塔利班“帮助很大”

8月 30 日，喀布尔，美陆军少将里斯·多纳休登上一架运输机。 他是离开阿富汗的最后一位美国军人。 /人民视觉

驻阿美军撤离前“自毁”大量武器

沈 敏 （新华社专特稿）

驻阿美军按照计划 8 月 30 日
撤出阿富汗，美国媒体形容，美国人
仍在“震惊”于美国这场“最漫长
战争”结束得如此突然而狼狈。
不少人在探讨美国为何在阿富

汗战争中如此失败。由于美国政府
和军方承认“没料到”塔利班那么
快控制战局，而美国扶持的阿富汗
政府和军队那么快溃败，一些人认
为该责怪“情报失误”。
美国知名记者蒂姆·韦纳认为，

原因并非如此，美国在阿富汗的战
略许多年来存在“三大失败”，美国
败局早已注定。他曾撰写一本有关
中央情报局历史的书，在美国获得

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
他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

访时总结：
一是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顽

固的无知”，对阿富汗的历史和文
化缺乏了解。武力无法征服阿富汗，
历史上许多强国在阿富汗折戟，
“‘帝国坟场’不是随便叫的”。

二是军事行动导致大批阿富汗
平民死亡，在阿富汗不得民心。

三是将阿富汗“重建”任务交
给防务承包商，后者赚了大钱，且为
了持续牟利，“把失败粉饰为成
功”，进而导致军方和情报官员向
政府和国会汇报时也常常“报喜不
报忧”，让后方误以为 “胜利在
望”，“直到突然一片漆黑”。

据新华社电

美军 8 月 30 日宣布完成从阿
富汗撤离任务，20 年阿富汗战争划
上句号。战争虽然结束，但国际社会
对美军在阿富汗犯下的累累罪行应

当继续深入调查、严肃追责，美军不
应成为法外之地。

美军在撤离前夕涉嫌严重侵害

阿富汗平民生命权。 据多国媒体报
道，美军 8 月 29 日发起的一次无人
机打击行动， 造成包括 5 名儿童在
内的 10 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其中最
小的死者才两岁。 多个信源显示，8
月 26 日在喀布尔机场爆炸事件中，
许多阿富汗死者并非死于袭击者发

起的自杀式爆炸， 而是死于美军的
乱枪之下。

美国政府和军方尚未公布对这

些事件的调查结果， 美方是否已开
展应有的调查，外界不得而知。世界
只看到， 当遇难平民的家属悲痛欲
绝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
厄本只是例行公事地说一句：“如果
有无辜者丧生，我们将深感悲痛”。

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

争中， 美军侵犯人权的罪行罄竹难
书。 2012 年，美军士兵罗伯特·贝尔
斯枪杀美军驻地附近村庄的 16 名
阿富汗平民，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
童。 2010 年，驻阿美军士兵组建“杀
戮小组”，出于娱乐目的射杀无辜平
民，并割下遇害者手指作为战利品。
2008 年，美军对赫拉特省阿齐扎巴
德村空袭， 造成包括 50 名儿童和
19 名妇女在内的近百名平民遇难。

美军还存在大量虐囚行为 。

2016 年，美国国防部曾被迫公开驻
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数百张虐囚照

片，美国《新闻周刊》认为，这些只是
“冰山一角”。 2020 年，国际刑事法
院首席检察官表示，有证据显示，近
百名阿富汗囚犯在审讯过程中遭到

折磨、虐待甚至强奸，美军部队和美
国中央情报局可能因在阿富汗虐囚

而犯下战争罪行。
极其恶劣的是， 美方常常对犯

下侵犯人权等罪行的美国军人从轻

从宽发落，或干脆不了了之。 比如，
上文所说的美军士兵罗伯特·贝尔
斯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通过认罪协
定免除了死刑判决。 2019 年，时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利用行政权力赦免

了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的美军士

兵。
为了掩盖美方丑闻， 美国政府

甚至肆意践踏国际规则， 粗暴阻挠
国际机构对美军在阿富汗战争罪行

的调查工作。 2020 年 3 月，国际刑
事法院宣布调查美军在阿富汗地区

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当年 9 月，美
国国务院就宣布对发起这次调查的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
实施制裁， 冻结向其提供支持的个
人和实体在美国的资产。 美国还以
自己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缔约国为由， 宣称国际刑事法院无
权调查美方人员。

美国惯以“人权灯塔”自居。 如
果尊重人权， 美军何以在阿富汗犯
下如此累累罪行， 又何以长期得不
到应有的惩罚？ 美国政府和军方欠
世界太多的交待。 对阿富汗百姓犯
下的罪行，美军不能一走了之。

对阿平民犯下罪行
美军不能一走了之

从阿狼狈离场，美败局早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