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若愚 （新华社专特稿）

当地时间8月31日凌晨，阿富汗

首都喀布尔响起密集枪声，塔利班

武装人员朝天鸣枪，庆祝最后一批

美军撤离。与此同时，一支塔利班特

种部队完全接管喀布尔国际机场。

西方媒体报道中，塔利班人员

通常包头巾，穿长袍，持AK47突击

步枪。这支特种部队却是全副美式

装备：戴头盔、护目镜甚至夜视仪，

穿迷彩服、防弹背心，脚踏作战靴，

配备M4卡宾枪和轻机枪，乘坐“悍

马”军车巡逻———所有装备缴获自

美国援助的阿富汗政府军。

这支特种部队名为 “巴德里

313”，取自伊斯兰典籍中记载的一

场著名战斗。一些专家估计，“巴德

里313”部队有数千人。英国《每日

邮报》解读，塔利班对外展示这支特

种部队，旨在显示他们不再是由山

区农民组成的非正规武装，而是拥

有现代化的军事实力。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巴德里

313”部队在塔利班控制全国大部

分地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塔利

班进入喀布尔后，“巴德里313”部

队在街头巡逻，守卫总统府等重要

建筑，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外围维持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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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就美军撤离阿富汗前致阿平民死亡答记者问

美军及其盟友在阿罪行必须调查清楚

建行信用卡持卡人可通过 “龙卡信用

卡”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行手机银行等渠道

进入该项目进行捐赠，捐赠以 100 积分为单

位，每捐 500 积分即捐助 1 元。持卡人的每

一笔捐赠都记录在案，并获得电子捐赠证

书。项目捐赠积分总额、善款使用情况公开

透明。

“爱心 100 分”是建行信用卡积分慈善

捐赠品牌项目。该项目将建行信用卡亿万持

卡人捐赠的积分转化为公益基金，建行根据

突发事件、公益事项落实具体慈善项目。该

项目自 2012 年创立以来，已累计募集到持

卡人积分超过 46 亿分，参与捐赠的持卡客

户人次超过 50 万，期间共开展 25 期捐赠活

动，受助对象近万名，先后走进海南、云南、

安徽、甘肃、西藏等多地，为偏远山区改建设

施，为孤寡老人送去温暖。其中在助学方面，

已累计捐赠超过 4.7 亿积分，用于改善学校

教学设备、资助学生助学费用，覆盖 17 所学

校，3700 余名学生。凭借多年来在助学济困

道路上的努力付出，龙卡信用卡“爱心 100

分”项目在“2020 长三角公益盛典暨首届长

三角年度公益项目推选活动”中斩获“长三

角年度公益项目”奖，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和认可。

集小善为大善，汇小爱成大爱。建行信

用卡将持续汇聚持卡人的拳拳爱心，坚持倡

导社会公益正能量，以金融力量带动越来越

多人参与到爱心奉献的事业中，用希望点亮

未来。

建行信用卡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
“爱心 100 分 ·希望工程图书室”积分慈善公益项目

日前，在 2021 年新学年开学前夕，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

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推出“希望工程图书室”积分慈善

公益项目。 该项目作为建行龙卡信用卡“爱心 100 分”慈善品牌子

项目之一，以帮助川藏滇渝等地区乡村小学建立图书室为目标，向

乡村学生提供少儿阅读课外读物，为贫困地区孩子启迪智慧，提供

精神食粮，助力乡村教育事业。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 日表

示，美军虽然撤出了阿富汗，但美军

及其盟友过去 20 年里在阿富汗犯

下的屠杀平民的罪行必须调查清

楚，凶手必须被绳之以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8月 26 日，阿富汗喀布尔

机场附近发生恐袭造成数百人伤

亡。部分伤员透露，美军在爆炸后对

民众开枪射击，造成更多伤亡。29

日，驻阿美军以反恐为由使用无人

机袭击了喀布尔一处民居，造成 10

名平民遇难，其中最小的只有 2岁。

汪文斌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

道。公开报道显示，美军在阿富汗杀

戮平民事件频繁发生。2002 年，美

军空袭乌鲁兹甘省的一处婚宴现

场，造成数十名百姓死亡、百余人受

伤；2008 年，美军空袭赫拉特省一

村落，造成包括 50 名儿童和 19 名

妇女在内的近百名平民罹难；2010

年，北约部队空袭代昆迪省，造成至

少 33 人死亡；2012 年，英国《每日

电讯报》发出一段录像，4 名美军

士兵对塔利班人员的遗体极尽侮辱

之能事；2015 年，阿富汗缉毒警察

部队执行任务时遭北约战机袭击，

15 名警察遇难；2019 年，美军无人

机在楠格哈尔省发动袭击，至少造

成 30 名阿富汗农民丧生。一名前

美军士兵、无人机操作员在给联合

国专家委员会的证词中表示，美军

的无人机袭击纯粹是“为了杀戮而

杀戮”，美军空袭造成的阿平民死

亡人数远超美政府官方统计的数

字。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4 月，

至少 47245 名阿富汗平民在美国

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当中丧生。

汪文斌说，美军虽然撤出了阿

富汗，但美军及其盟友过去 20 年

里在阿富汗犯下的屠杀平民的罪行

必须调查清楚，凶手必须被绳之以

法。阿富汗人民的生命理应得到捍

卫，阿富汗人民的人权理应得到维

护。这事关国际法治，事关国际正义

和人权进步。

安晓萌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总统

约瑟夫 ·拜登挨批。他 8月 31 日在

讲话中指责前任总统唐纳德 ·特朗

普留下“烂摊子”、阿什拉夫 ·加尼

领导的阿富汗政府“无能”，美国撤

军“别无选择”。

拜登还称，美国结束了使用大

规模军事行动“重塑别国的时代”。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称美国

结束了“史上最长的战争”。阿富汗

战争持续近 20 年，按照拜登的说

法，是一场看上去“没有尽头的战

争”。

拜登处理撤军阿富汗的表现受

到共和党乃至他所属的民主党内不

少人抨击，被指责撤离行动仓促混

乱、“撇下”多至两百名美国人和数

千名曾为美方效力的阿富汗人。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

党籍参议员米奇 ·麦康奈尔称，一些

美国人被“留在敌后”；众议院少数

党领袖、共和党人凯文 ·麦卡锡称，

拜登政府对撤离行动的应对“可能

是我这一生见证的美国政府在军事

舞台上最大的失败”。

美军 8月 30 日完成从阿富汗

的撤军后，塔利班人员朝天鸣枪，抬

着覆盖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旗的棺材

游行，庆祝把外国军队逐出阿富汗。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 ·穆贾希德

告诉路透社，为把阿富汗从美国手

中“解放”出来“感到自豪”。

拜登则把撤离行动描述为“非

凡的成功”，称即使提前几周启动

撤军，也会出现混乱局面，而且会让

塔利班加速控制战局。

拜登说，阿富汗动荡局势是前

任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任内酿成，

他上任时不得不应对“拥有 2001

年以来最强军事实力”的塔利班，

且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达成了撤军

协议，如果本届政府不撤军，会引发

新的战争。

“我不想再拖延这场没有尽头

的战争，也不想让撤离行动一直持

续下去。”拜登说。

拜登还把美国及北约盟友仓促

撤军归咎于加尼政府没能抵挡塔利

班的攻势。

拜登 6 月在白宫会晤加尼时，

称对方为“老朋友”；7月向加尼承

诺，将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予

以支持。

然而，在 8月 31 日的讲话中，

拜登指责加尼 “因腐败和渎职逃

跑”，“把国家交给敌人”，“并大大

增加美国和盟友的危险”。

拜登说，撤离阿富汗后，美方将

继续打击包括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阿富汗分支在内的恐怖组织，

但不会再动用军事力量改造其他国

家。

“这个决定不仅关乎阿富汗，”

他说，“也结束了（美国）使用大规

模军事行动重塑别国的时代。”

拜登说，塔利班必须遵守承诺，

确保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今后可

以安全离开，并称美国有手段“确

保（对方）兑现承诺”。

不过，分析人士质疑美国政府

能对塔利班施加多大影响。国际危

机研究组织顾问格雷姆 ·史密斯告

诉法新社，美国必须意识到，它不会

得到想要的一切。

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无论

我们想在阿富汗得到什么，我们都

得谦逊，要有来有往。这将是谈判，

而不是胁迫。”

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挨批

拜登怪罪前任政府和“老朋友”

接管喀布尔机场的塔利班特种部队什么来头

8月 31 日，塔利班特种部队接管喀布尔机场。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