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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获石破茂支持

“河野首相”
稳了？
陈 丹 （新华社专特稿 ）
日本消息人士 14 日说，前防
卫大臣石破茂决定放弃竞选自由民
主党总裁、
即党首，
可能支持眼下民
意支持率最高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
河野太郎。
只是，石破与党内大佬安倍晋
三、
麻生太郎向来不合，
而河野希望
争取后两人支持。
与石破合作，
是福
是祸，
尚难断言。

《朝日新闻》报道，石破拟于
15 日召集“石破派”议员开会，正
式宣布弃选，
支持河野。这意味着，
自民党总裁选举将形成河野、前外
务大臣岸田文雄和前总务大臣高市
早苗三足鼎立格局。
河野、岸田和高
市都已宣布参选。
围绕自民党新党首人选，多项
民意调查显示石破所获支持率排名
第二，
仅次于河野。
他近几天一直在
考虑是否参加定于 29 日投票的党
首选举。
石破曾四次竞选自民党党首，
四
次落败，
主要原因是在党内缺乏盟友，
孤掌难鸣。他的一些密友认为这次胜
选可能性也不大，
因而劝他放弃。
石破领导的党内派系 “石破
派”只有 17 名国会议员，难以满足
正式参选党首需要 20 名国会议员
推荐这一条件。一些成员主张借助
支持河野实现石破的政治目标。
自民党长期占据国会众议院多
数席位，新任党首有望出任下一届

首相。

据共同社报道，河野 13 日拜
访石破，谋求支持。两人谈了大约
20 分钟。河野承诺，如果当选党首
继而出任首相，将以全党一致的态
势迎接国会众议院选举，
“也将最
大限度发挥‘石破派’的力量”。
朝日电视台评论员玉川彻认
为，根据一些民调，河野和石破各自
所获支持率相加超过 50%，如果石
破的支持者流向河野，河野将处于
最有利位置，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
直接获胜。只是，
“安倍和麻生会就
此沉默吗”？
据《读卖新闻》早前分析，
石破
的支持可以帮助河野争取更多普通
党员和年轻国会议员支持，但那样
一来河野恐怕会得罪素来与石破立
场对立的安倍和麻生。
石破曾与麻生、安倍竞争党首
职位。麻生担任首相时，
他支持“麻
生下台”；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期
间，
他不断批评安倍内阁施政。
河野属于麻生领导的自民党第
二大派系“麻生派”。有分析认为，
如果河野同石破合作，麻生可能与
能够影响党内最大派系 “细田派”
的安倍联手，举起“反石破”旗帜，
力阻河野胜选。那将是高市和岸田
梦寐以求的。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高级
官员先前告诉《读卖新闻》，河野如
果与石破合作，
“将引发不良化学
反应”。

随行人员确诊新冠，普京自我隔离
据新华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 14
日证实，由于多名随行人员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正在自我隔离。
克里姆林宫说，
普京
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 14 日告诉媒体记者，普京
与几名确诊的随行人员有过接触，

总统府掌握确诊人员情况。“自我
隔离不会直接影响总统的工作，但
一段时间内不会安排面对面会见。
不过这不影响（交流的）频率，
总统
也将通过视频会议继续活动。”
当记者问及普京新冠检测结果
是否为阴性，佩斯科夫回答：
“当然
是，总统绝对健康。”普京已接种两
剂俄罗斯研发的“卫星 V”新冠疫
苗。

住院病例居高不下，美多地医院床位告急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数据显
示，全美医院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
13 日达到大约 80%；目前住院新
冠患者超过 9.6 万，约占住院患者
总数的 77%。
美国华盛顿州医院协会执行副
主席塔亚·布里利 13 日说，华盛顿州
医疗系统面临疫情暴发以来最为严重
冲击。由于新冠患者占据太多床位，
医
院不得不取消一些必要的手术，诊治
心脏病和中风的时间也变长。

华盛顿州现有新冠住院病例大
约 1700 例。这一数字在 6 月和 7
月初约为 350 例。布里利说，大约
260 名患者使用呼吸机，医院过道
中随处可见新冠患者。
在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州，73
岁的心脏病患者雷·德穆尼亚因周
边医院一床难求，不得不去离家
270 公里的一家医院就医，最终在
那里去世。
在美国中部阿肯色州，州长阿
萨·哈钦森上周说，全州仅空余 23
张重症监护床位。

9 月 13 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通过视频接受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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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阿富汗政策质询

布林肯在众议院遭“轮番轰炸”
杜 鹃 （新华社专特稿 ）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13日就美国从阿富汗撤离行动接
受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质
询，
遭遇大量质疑、
批评和谴责。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当天敦促
总统约瑟夫·拜登解除布林肯职
务。
布林肯是首名因美国从阿富
汗撤离行动接受国会质询的拜登
政府官员。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两党成员当天对他的质询持续
大约5小时。
一些共和党众议员挥舞着死
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爆炸的美
军士兵照片，提高声调向布林肯
发问，称美国从阿富汗撤人行动
堪比“灾难”。
阿富汗塔利班8月15日控制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及其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匆忙组织撤
离。喀布尔机场外8月26日发生
自杀式炸弹袭击，大量阿富汗平
民和13名美军士兵死亡。这是10
年来驻阿美军伤亡最惨重事件。
美军最后一架撤人军机8月

30日深夜飞离喀布尔机场，由美
国发动、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
争由此结束。
美国没有带走所有希
望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以及相
关阿富汗人。
美国国务院估算仍有
大约100名美国公民滞留阿富汗。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众
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听证会上
说，美国仓皇从阿富汗撤人堪称
“一场史诗般的灾难”。
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
员史蒂夫·沙博措辞更为严厉，
称
美方撤人行动是“耻辱”。纽约州
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李·泽尔丁
批评，不仅方案 “存在致命缺
陷”，
执行过程也是“一塌糊涂”。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格雷戈里·米克斯用
词相对婉转，但强调美方撤人方
案存在问题，撤人“肯定（本）可
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推进”。
面对多名众议员“炮轰”，
布
林肯始终强调，悲剧祸端是唐纳
德·特朗普领导的前任政府。他
说，就撤离阿富汗，
“我们只继承
了一个最后期限，并没有撤离方
案可以继承”。

近一段时间，拜登政府把美
方从阿富汗紧张撤人归咎于特朗
普，称后者在任时与塔利班达成
撤军协议，本届政府只是遵循既
定承诺，还把特朗普所定撤军期
限推后了几个月。
布林肯在听证会上形容美方
撤离行动是一场“非比寻常的努
力”。
就阿什拉夫·加尼领导的阿
富汗政府迅速垮台一事，布林肯
辩称，拜登政府经常评估阿富汗
政府能坚持多久，
“但最悲观的
评估也没能预料到美军撤出前，
阿富汗政府军便已溃败”。
在布林肯看来，美军继续留
驻阿富汗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
证据显示，继续留驻阿富汗会令
阿富汗安全部队或阿富汗政府更
加坚韧或自立”。
一些共和党人对布林肯的辩
驳并不买账。佛罗里达州联邦众
议员格雷格·斯托伊布说：
“你不
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特朗普政
府。你所在的政府可是实时见证
了发生在阿富汗的情况，却无动
于衷，不加阻止。”

美军空袭死者似为平民，美称仍在调查
吴宝澍 （新华社专特稿 ）
美 国 国 防 部 发 言 人 13 日
称，美方仍在评估美军 8 月 29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次空袭
的结果，但无法派人到喀布尔实
地调查。
美军 8 月 29 日在喀布尔发
动无人机空袭，声称摧毁了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一
辆威胁喀布尔机场安全的汽车。
但阿富汗媒体随后报道，这起空
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 10 名平
民死亡。
美国 《纽约时报》 本月 10
日援引死者亲属和当地居民的话

报道，美军空袭所击中汽车的司
机实为一名受雇于美国一家非政
府援助组织的阿富汗平民，同遭
空袭身亡的还有 9 名平民，包括
7 名儿童。这家媒体发布一段视
频佐证。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
比 13 日在记者会上没有就关于
这起空袭的提问具体作答。他称，
美方观点没变，
即这起空袭是为阻
止对喀布尔机场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不能确认这起空袭瞄准
的‘伊斯兰国’人员身份。”被问
到空袭所击中司机可能是非政府
组织雇员时，柯比称：
“我不会在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评估之前（了

解情况）。”
“中央司令部正在做评估，
我们需要等他们完成这项工
作，” 柯比称，
“我不知道有什么
办法能让调查人员到喀布尔实地
完成评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13 日就美国撤离阿富汗行动在
国会接受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质询。回答关于上述空袭的提问
时，布林肯称：
“我知道你说的这
起无人机袭击，政府中的其他人
正在非常非常仔细地查这件事，
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布林肯说：
“我们知道，
过去有
平民在（美军）这类空袭中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