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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 N 終於出手了！

【本報訊】從8月15日塔利班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
【本報訊】
爾至今，美國在喀布爾國際機場開展了大規模的撤離行
動。
在行動開始後，雖然美國在喀布爾國際機場部署了
數千名士兵，但機場及附近地區仍接連發生槍擊和踩踏
事件，造成嚴重傷亡，這一系列慘劇也讓美國政府飽受
國內外批評。
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22日的一篇關於
撤離行動的報導中，卻試圖將美國塑造成一種「西方救
世主」的形象。
8月22日，CNN刊發一篇題為《首批阿富汗撤離人
員抵達德國，這是歷史上最大的空運行動之一》的文
章。在文章開頭，CNN描繪了如下畫面 ：星期六（21
日），一名身穿金色亮片連衣裙和運動鞋的小女孩抵達
位於德國西南部的美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她在接受
體溫檢測時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這名小女孩是從喀布
爾撤離至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的2000多名撤離人員中的
一員。
CNN稱，21日下午，在運載撤離者的C-17運輸機降
落10分鐘後，疲憊但快樂的乘客就登上了開往基地歡迎
中心的巴士。當他們從巴士上下車時，他們抵達的地方
遠離了喀布爾機場的混亂與暴力。報導稱，拉姆施泰因
基地臨時興建的生活區嚴格按性別區分，婦女和兒童住
在機庫內的帳篷裏，而男性則住在帳篷外，基地還有一
個供家庭聚會的庭院和一個臨時清真寺。在帳篷內，美

軍佈設了電源線供撤離人員為手機充電，牆邊則規則的
擺放著一排軍用嬰兒床。
在隨後的文章中，CNN強調稱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和
立法者一直在盡最大努力將「那些處於危險中的人帶離
阿富汗」，又宣稱有撤離者在逃離阿富汗時遭到塔利班
的毆打，還指責塔利班製造了喀布爾國際機場外的混
亂，導致數千人無法安全抵達機場。
可以說，在CNN的這篇報導中，美國成了好萊塢大
片中的「救世主」形象，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阿富
汗人撤離，為撤離者提供細緻的照顧。撤離者中的那個
小女孩成為了電影中典型的「被拯救者」形象。所有
的問題，則被一股腦地甩給了「反派」塔利班。
然而，作為發動阿富汗戰爭的始作俑者，美國對阿
富汗如今的混亂局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實中的喀
布爾國際機場，美軍主導的撤離工作也仍舊十分混亂。
據路透社報導稱，一名北約官員22日稱，在過去七天的
撤離行動中，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內外至少有20人死
亡。
同樣在22日，英國武裝力量國務大臣詹姆斯·希
佩在接受採訪時稱，塔利班正在組織人們排隊，這加快
了撤離進程。一名阿富汗塔利班高級官員則表示，美國
應對喀布爾機場的混亂負責。
在21日，歐盟外交政策首席代表何塞普·博雷利
表示，美國想要在8月31日前將6萬人撤離阿富汗，這
一目標「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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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法國《解放報》網站8月19日發表題為《「喀
【本報訊】
布爾失敗」後，德國想要改弦易轍》的文章，作者系克裏斯托
弗·布爾杜瓦索。全文摘編如下：
對德國人而言，一切都將和以前不一樣。在喀布爾政府倒
臺，被默克爾可能的繼任者阿明·拉舍特稱之為「北約成立以
來最大的潰退」後，德國應會在未來數年改變外交和安全政
策。
《南德意志報》認為，這是「德國對外和安全政策的挫

【本報訊】綜合CGTN、美聯社、路透
社報道：眼見 8月 31日撤軍最後期限將
至，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仍有成千上萬
西方國家公民及阿富汗人滯留。塔利班發
言人沙欣23日接受CGTN專訪時重申，不允
許美方延期撤軍，否則後果自負。多個盟
國則要求美國想辦法延長撤軍期限，但
CNN周二最新消息指美國總統拜登決定遵守
原定期限。塔利班24日亦宣布不再允許平
民前往機場，局勢趨緊繃。在撤軍問題未
解決之際，七國集團（G7）還將討論是否
對塔利班實施新制裁，無疑讓原本緊張的
局勢再添火頭。
●圖：美軍士兵21日把守喀布爾機場一處出入口。\美聯社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期限將在8月31日
說什麼，再看看拜登的公開發言，延期撤離已「不
截止，但撤僑行動遠未完成。一名美國防部官員坦
太可能」。德國防長馬斯周二接受《圖片報》採訪
言，只有所有事情配合得「完美無缺」，美國才有希
時也坦言，「死線」即使延長數天，也不足以疏散
望在8月31日之前撤離所有公民。當地時間24日，
所有想撤離的人。
G7集團召開緊急會議，英法德等國擬向拜登施壓，要
一名北約外交官24日表示，過去10天西方各國
求其宣布延長美軍從阿富汗撤出的日期。
從喀布爾撤離了58700人。該官員稱，每一名外國部
CNN24日引述消息指 ，在綜合考慮安全風險
隊成員24日都以「作戰步伐」行動，以趕上最後期
後，拜登已決定遵守期限。他同時要求相關部門制
限。白宮24日公布，過去24小時內通過37架美軍軍
定應急計劃，以防情況有變。白宮表示，拜登在周
機疏散了12700人，另有8900人通過其他國家的飛機
二上午的G7會議上進行7分鐘發言，並將於當天晚些
疏散。五角大樓補充說，喀布爾機場每45分鐘就有一
時候發表公開講話。
架飛機起飛。
籲美勿慫慂阿精英離境
中方：制裁無法解決問題
塔利班發言人沙欣23日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撤軍問題尚未解決，G7成員國24日舉行線上會
CGTN專訪時表示，塔利班不會允許美方延期撤軍。美
議，討論是否承認塔利班政府，還是轉而對塔利班實
方此前已經同意在今年5月1日前撤離阿富汗，但是
施新的制裁，以施壓他們尊重婦女權益和國際關係。
他們違反了協議，又稱將在今年8月31日前撤出所有
塔利班發言人沙欣對CGTN表示，G7推動對塔利班進行
部隊。沙欣敦促美方應該遵守協議，不要一再地違
經濟制裁是帶有偏見的決定。當下阿富汗需要的是民
約，「如果美方仍然再次延期，那麼塔利班將採取適
族團結與和睦共處。在阿人民正需要同各方合作、獲
當的舉措。」
得資金支持的時候，G7卻在討論制裁，這是對阿富汗
塔利班另一名發言人穆賈希德24日下午在喀布
人民的一種敵意。
爾召開記者會，再次警告西方國家軍隊勿延長最後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日表示，阿富汗是
限。他亦宣布由於局勢混亂，不再允許阿富汗人前往
獨立主權國家，美國及其盟友應汲取歷史教訓。國際
喀布爾機場。穆賈希德更喊話美國「不要慫慂」阿富
社會應鼓勵和推動阿富汗局勢朝積極方向發展，動輒
汗人民，尤其是醫生、工程師和「受過教育的精英」
制裁施壓的做法解決不了問題，只會適得其反。
離開阿富汗。
汪文斌指出，中方認為，國際社會在推動阿局
西方10天撤近六萬人
勢平穩過渡和國家重建進程的同時，也有必要思考如
鑒於塔利班態度強硬，多國對延期持悲觀態
何防止打着民主旗號對他國進行軍事干涉的行徑再次
度。英國防相華禮仕24日表示，英方「無法保證撤離
發生。
所有人」。他接受天空新聞網採訪時說，看看塔利班

折」。基督教民主聯盟對外政策問題發言人、聯邦議院外事委
員會主席諾貝特·勒特根認為， 「這是一場政治災難，是西
方的道德失敗。其帶來的地緣戰略後果現在依然難以計算」。
在這樣的背景下，難以想像德國議員現在會再同意聯
邦國防軍從事此類境外任務。德國在阿富汗的干涉是帶血
的（59人死亡）和代價高昂的（180億歐元）。
德國科學和政治基金會的專家克勞迪婭·馬約爾指
出：「這場干涉是聯邦國防軍歷史上最為漫長的一次。它
在好幾代德國士兵中留下痕跡，給很多軍事人員帶來心理
創傷。在阿富汗之後，德國人下次再參與此類任務前會三
思而行。」
波茨坦大學軍事史教授森克·奈策爾表示：「德國人一
向緊跟在美國人和法國人後面。下次德國人可能會更謹慎。」
德國國防部長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已經表
示將重新考慮聯邦國防軍在全球的此類任務，「我們需要
從這次（在阿富汗）的行動中汲取教訓。我們因此將重新
審視其他行動，從而搞清楚我們是不是準備充分」。
德國左翼黨對外政策問題發言人斯特凡·利比希要
求：「在這場失敗後，我們需要從這些冒險的軍事干涉中
撤出。」

塔利班：冀與各國建相互尊重外交關係
【本報訊】據CGTN報道：塔利班發
言人沙欣 23日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CGTN主持人馬歇爾的專訪。在談及阿富
汗未來的外交政策時，沙欣稱，希望能
與世界各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建立
良好的外交關係，歡迎各國來阿富汗投
資合作。
沙欣表示，未來阿富汗將致力於與
世界各國保持良好外交關係，也歡迎各
國與阿富汗在優勢領域開展合作。阿富
汗擁有豐富的資源，未來將與包括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各國在教育、
基礎設施、農業、工業和自然資源等方
面開展合作。據美軍方和美國地質調查
局的估算，目前阿富汗蘊藏有總價值約
1萬億美元的未開採礦產資源，主要包括

金、銅、鐵、稀土以及鋰等高價值礦產
資源。
沙欣坦言，目前阿富汗人民需要重
建國家，希望各國能夠伸出援手，幫助
阿富汗人民重新恢復和平、舒適的生
活。
不過沙欣強調，任何想要在阿富汗
「製造問題」的國家將一無所獲。他表
示，過去阿富汗被佔領期間，阿富汗領
土內大約有15萬外國駐軍。這些外國駐
軍除了給阿富汗製造問題，帶來破壞和
流血衝突之外無任何成就。這對阿富汗
人民是一種傷害，在過去被佔領的20年
間，他們沒有給阿富汗人民帶來任何好
的結果。未來，這些行為在阿富汗也注
定一無所獲。

靠情報部門溯源？美國造假成癮再演鬧劇
【本報訊】美國總統拜登在5月26日要求情報部門
調查新冠病毒起源，白宮發言人普薩基23日表示有關
報告即將完成，並會於日內公布非機密版本的報告。病
毒溯源的最初目的，應是了解新冠病毒如何跨越物種傳
播，防止類似的全球疫症再度發生，拜登政府卻將一個
自然科學調查，交予缺乏專業病毒及醫學知識的情報部
門進行，做法引起不少聲音質疑。由於美國情報界過往
已多次成為操縱或抹黑外國的工具，相信今次調查亦只
是另一場政治鬧劇。
溯源極難 HIV查多年才有共識
調查新型病毒起源本身是極為困難的工作，以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為例，雖然外界早知流感非源自西
班牙，而是在整個歐洲爆發，不過源頭至今有爭議，近
年陸續有研究指出美國可能是傳播源頭，由堪薩斯州一
個軍營傳至歐洲；科學家亦是直至1997年，才從阿拉斯
加凍土地帶的屍體樣本中，分離出病毒基因序，確定西
班牙流感是甲型流感病毒變異所引起。
愛滋病毒（HIV）同樣經歷多年溯源才開始有共
識，溯源工作由1980年開始，科學家一次次發現更早期
樣本，目前研究表明病毒可能源自黑猩猩，在至少
100多年前傳給人類，再於1960年代帶到美洲。
另一邊廂，美國的情報部門過往便有不少「造
假」事件，如在1964年美國與北越之間發生北部灣事
件，美國情報部門發表報告稱，兩艘北越魚雷艇在黑暗
中向美軍艦艇開火，美國繼而以此為由轟炸北越，令越
戰全面升級；不過多年後美國陸續解密文件，證明衝突
是由美國挑起，且在報告中誇大。
伊拉克的「大殺傷力武器」亦是另一著名例子，
美國以此為由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任國務卿在聯合

國安理會拿出的一瓶白色粉末試管，至今仍然成為國際
笑柄。
白宮國務院施壓 硬要結論
美國內陸續有聲音質疑，將溯源工作交予情報部
門進行的意義，如美國耶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維爾
蒙德指，情報界「沒有實質的公共衞生和病毒學實驗室
科學能力，也是最不可能在此事上提供線索或警示的部
門」；亦有人檢視美國政府要求調查新冠起源的聲明，
發現全長300多字的文章中，「情報機構」出現6次，
「科學」曾一次都沒有提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主播扎卡里亞形容，這情況讓他「想起伊拉克
戰爭的開端，可以看到白宮和國務院的某些官員施壓，
迫使情報機構得出一個結論」。
美研究機構判斷病毒非人造
拜登給予情報部門的90日期限已屆，不過據報情
報部門在「調查」上根本進展甚微，CNN本月初曾引述
3名知情人士報道，花費3個月時間檢視數據、原始情
報後，情報界內部兩派依然沒有共識，一派堅稱病毒由
武漢實驗室洩漏，一派認為是由動物傳人，有消息人士
直指，現有報告根本「沒有什麼太驚人」內容。《環球
時報》同樣引述消息人士報道，情報界的調查始終沒有
實質進展，拿不出關於「實驗室洩漏」的實質證據，同
時美國研究機構和盟友亦判斷新冠病毒非人造。
曾稱塔利班佔喀布爾「需90日」美情報機關靠不
住
美國總統拜登將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交給情報部門
負責，但就是同一批情報部門，近日就在阿富汗局勢上
大出洋相，例如月初宣稱塔利班「還需90日」才能佔
領喀布爾，結果言猶在耳，阿富汗政府便瞬間倒台。這

例子證明美國情報部門絕非一般人印
象中的「無所不能」，事實是相當無
能，由他們來做病毒溯源這種高度專
業工作，又怎叫人信服？
美國駐阿富汗的情報人員達千人
以上，此外還有大量當地線人及準武
裝人員，不過美軍人員一直並未真正
深入阿富汗基層，亦不了解塔利班佔
領區域的實際情況，不知道政府機構
和政府軍底層人員的真實想法。
結果便釀成美國情報機關一次又
一次誤判。在本月11日，阿富汗局勢
開始升溫時，情報機關仍然預測，塔
利班會在「30日內」包圍喀布爾，佔
領喀布爾所需時間則是「90日內」，然 ●圖：美國情報部門錯估塔利班的力量。 美聯社
而就在這個預測之後的短短4天，即本月15日，塔利班
由情報機構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學的。美國情
便大舉進駐喀布爾。有聲音質疑，當時拜登政府急於撤
報機構歷來劣跡斑斑，他們搞的所謂溯源報告更不可
軍，以向社會證明阿富汗戰爭是在他任內結束，情報機
能基於事實真相，只不過是一份先有結論、後拼「證
關此時便以「情報」來支持他的決定，而非發出警報。
據」的栽贓報告，根本不可信。
事實上美國過往的情報亦不斷出錯，冷戰時代後
汪文斌指出，溯源需要的是團結，而不是陷害。溯
情報界被政治化的趨勢變得更嚴重，不論總統、國
源為的是維護各國人民的生命與健康，而不是為了甩鍋
會，都習慣在重要關頭時，讓情報部門「為美國國家
推責、打壓對手、服務一己私利。
利益發聲」，只是成效被西方輿論，及《職業特工
汪文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將抗疫
隊》等創作作品所「神化」。
政治化，導致美國成為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讓
汪文斌：美栽贓報告不可信
美國民眾付出了沉重代價。現在，美國出於不可告人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
政治目的，又在溯源問題上動用情報機構搞所謂調查，
出，溯源需要的是科學，而不是什麼情報。由情報機
破壞國際溯源合作，遭到國際上的普遍質疑和反對。
構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學的。
「奉勸美方從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生命健康利益出發，
汪文斌說，溯源需要的是科學，而不是什麼情報。
停止政治化操弄，早日回到科學溯源的軌道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