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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 本报记者     吴 琼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情报部门“操刀”的所谓

“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发布公开摘要，声称新冠病

毒自然起源和实验室起源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

诬称中方阻挠溯源工作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

　　为此，国际社会密集发声，指出所谓溯源报告毫

无科学性与可信度，斥责美方政治操弄病毒溯源的险

恶用心及栽赃抹黑中国的行径。国际舆论还指出，美

方毫无底线的做法将拖延美国国内防疫进程、毒化国

际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抗疫合力。

政治操弄行径用心险恶

　　来自全球多国的政界、学界、媒体人士纷纷发声，

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指责美情报部门炮

制针对中国的所谓溯源报告，意在将科学问题政治

化，用心险恶。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

问题政治化。普京此前曾公开指出，某些政治势力试

图宣扬疫情起源的阴谋论，对此需加以警惕和反对，

病毒溯源的相关研究必须由专业人士进行。

　　除普京外，多国政界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葡萄

牙国务部长兼外长席尔瓦认为，科学和政治应有分

界，需本着科学、专业精神开展病毒溯源研究，葡方不

支持任何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径。越南政府总

理范明政指出，越方始终主张科学溯源，反对将疫情

及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埃利亚斯•雅布尔认

为，美国真正应该做的是，学习如何在短时间内控制

本国疫情。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

企图通过操弄溯源问题来转移民众对其国内抗疫不

力的注意力，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英国作家、东亚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师汤姆•福

迪指出，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报告是出于政治原

因，而不是科学原因。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人既不是

病毒学家也不是免疫学家。“实验室泄漏论”是基于科

幻小说和詹姆斯•邦德式的幻想，而不是基于科学现

实。与汤姆•福迪一样，全球多位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所谓溯源报告是美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最新一出

闹剧，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

　　俄罗斯科学院基因生物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阿

列克谢•杰伊金认为，病毒溯源问题被严重政治化，美

国政府炮制的所谓溯源报告妄图将莫须有的罪名强

加给中国，绝对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杰伊金指

出，全世界都对美国情报部门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拙劣

“表演”和把戏记忆犹新，美国情报部门提交的报告毫

无公信力可言。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科

学院院士、著名流行病学家奥尼先科指出，美国情报

部门炮制出的所谓溯源报告极度荒谬。

　　赞比亚国际政治专家李•哈巴松达批评美国将新

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在玩弄政治权力。

栽赃抹黑之意昭然若揭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执迷

于政治操弄病毒溯源问题。美国政府拿不出任何真凭

实据，却一再编造谎言，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

告，妄图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是为了推卸自身抗

疫失败责任，向中国甩锅推责。

　　汤姆•福迪比喻美国政府犹如马戏团一般，“精心

策划”了所谓的溯源调查。无论如何看，都是为了缓解

其国内压力。他指出，美国情报部门的所谓溯源报告

显然未能提出任何表明新冠疫情起源于实验室的证

据，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止美国肆意借新冠疫情抹黑

中国”。

　　“今日俄罗斯”网站的文章指出，让美国情报机构

炮制出所谓溯源报告是拜登政府为缓解美国国内压

力而精心策划的一出把戏。

　　津巴布韦《先驱报》文章指出，美国所谓病毒溯

源不过是恶意攻击中国、谋求一己之私的卑劣政治

行径。而且，美国炮制所谓证据栽赃他国已是广为

人知的旧把戏。美情报部门曾把一小瓶洗衣粉当作

证据，断定伊拉克谋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资

助的“白头盔”组织自编自演视频，宣称“叙利亚发

生化学武器袭击”。现在美方又故技重施，罔顾中国

和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偏要取信由情报部门主

导杜撰的、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的所谓溯源报告，

用意昭然若揭。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明确指出，

俄罗斯已掌握充分证据证明美国正在全球多地的实

验室研发生物武器。帕特鲁舍夫同时指责美国等国家

罔顾中国和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用自我炮制

出的荒谬报告污蔑中国。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表声明指出，从科

学角度看，病毒溯源十分重要，不应被别有用心的国

家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美方搞阴谋论、抹黑他

国对战胜当下疫情、预防未来疫情均毫无帮助。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将新冠

病毒起源归咎于中国是不负责任的、不可接受的，这

是美国惯用的以谎言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法。许多

如罗德里格斯一样的国际有识之士认为，美方声称中

方不透明，这完全是为其推动政治化、污名化寻找借

口。中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展现的开放、透明态度已

经得到国际专家充分肯定。反观美方，对自身溯源讳

莫如深，把溯源大门关得死死的。

破坏国际溯源抗疫合作

　　津巴布韦《先驱报》、叙利亚《祖国报》等多国媒体

纷纷撰文谴责美国践踏科学精神，毒化国际溯源合作

氛围，破坏国际社会抗疫合作和国际关系。

　　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委方坚信病毒溯源

是科学问题，需多方共同合作。美国政府企图将病毒

起源与中国联系起来，这种危险做法丝毫无益于国际

溯源合作。

　　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总书记、前工业部长迪利

普•巴鲁阿8月30日批评美国虚假的所谓溯源报告将

疫情溯源问题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认为这对基于

科学的溯源工作和全球抗疫合力都会造成损害。他呼

吁国际社会坚持以科学为基础的溯源研究，在抗疫方

面展开合作，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取得胜利作出积极

贡献。

　　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第一副主席阿济济强调，

塔人民民主党始终支持并赞赏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

府在全球抗疫合作方面的立场及贡献，反对一切通过

政治操弄干扰病毒溯源进程和国际抗疫合作的企图。

　　俄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在题为“美国

与新冠病毒溯源：一个伪议程”的文章中批评美国将

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他认为，新冠疫情暴露出美国

卫生体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不

应在国外寻找替罪羊，而应专注于解决自身问题。文

章强调，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信息战打击中国以实现政

治目标的企图不会得逞，此举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世

界其他地区而言都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全球抗疫合力

的破坏尤为严重。

　　坦桑尼亚《卫报》文章称，中国始终采取负责任的

科学态度对待病毒溯源问题，但美国从疫情初期就开

始作“有罪推定”，不断政治操弄病毒溯源问题，蓄意

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

　　国际社会纷纷敦促美方停止对溯源问题的政治

操弄，真正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早日回

到合作抗疫、科学溯源的轨道上来，承担起对美国民

众和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

国际社会斥责美政治操弄病毒溯源无底线

环球聚焦

毒化溯源合作氛围 破坏全球抗疫合力

□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陈润泽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不断“开

花结果”，斯里兰卡这个远在印度洋上的美丽岛国

逐渐为国人所知。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普特

拉姆燃煤电站……一个又一个“一带一路”重点项

目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带来生机。国际社会普遍认

为，中斯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断深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实现了两国互利共赢、永续发展。

　　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曾多次表

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使斯里兰卡获益

良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斯里兰卡得到了很多

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斯方愿与中方加强“一带一

路”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中国和斯里兰卡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平等互

信的好朋友、互利共赢的好伙伴。在历史上，两国通

过海上丝绸之路保持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法显、

义净、杜环、汪大渊、郑和等都曾到访过狮子国，锡

兰国王子曾到访中国，王子一脉以“世”为姓在泉州

繁衍至今。斯里兰卡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

一，《米胶协定》更是当代两国友好的象征。

　　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彰

显了患难真情。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多次对中方

雪中送炭表示感谢。斯总统首席顾问、全国疫苗计

划特别工作组组长维拉通加指出，“中国在短时间

内优先慷慨地向斯里兰卡提供疫苗，成为斯疫苗接

种最主要、最可靠的来源。可以说，没有中国疫苗，

就没有斯大规模疫苗接种。”维拉通加还通报了斯

全国疫苗接种最新进展和下步计划，称斯卫生部门

和接种民众交口盛赞中国疫苗安全有效。斯里兰卡

国防部常秘古纳拉特纳日前对中国公开感谢称，

“糟糕的岁月里，幸得东方的温暖帮助。”

　　今年以来，南亚疫情形势较为严峻，但中国在斯

“一带一路”项目顶住疫情压力，持续推动项目进程。

中国政府援建的中斯友好暨斯里兰卡国家肾内专科

医院正式启用、康提北部综合供水工程项目稳步推

进、埃勒海勒渠道建设项目隧洞全线贯通。年内在斯

“一带一路”项目捷报频传，为斯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在中斯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力推进

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大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中斯双

边贸易额逆势上涨61%，展现出两国经贸合作的韧

性与活力。马欣达日前表示，“历史上，斯里兰卡就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通过这条海上丝路，

中国的高僧法显以及世界各国的商人都曾自由往

来于斯里兰卡，同我们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我相

信，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会让亚洲重现五百

年前的繁荣。”

随笔

□ 本报记者 王刚

　　近日，韩国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将美国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及驻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

梅拉告上釜山地方法院，要求法院认定驻韩美军在

2017年至2019年间多次向韩国境内运送剧毒和有害

物质的行为违反韩国相关法律，并给韩国民众生命

和安全带来致命威胁。目前，法院已受理这一起诉。

运送剧毒遭起诉

　　据报道，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向法院提交

的诉状中，列举了驻韩美军秘密运入毒性物质触犯的

韩国法律，包括韩国《宪法》第35条“所有国民有保持

健康和优美生活环境的权利”、《禁止生化武器和进出

口特定化学物质、生物制剂的相关法律》《传染病预防

及管理相关法律》《灾难及安全管理基本法》等。

　　协会负责人表示，美军秘密向韩国境内运送炭

疽杆菌一事于2015年被揭露后，驻韩美军仍继续非法

向韩国境内运送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类毒素、蓖

麻毒蛋白等剧毒和有害物质，并在美军基地用这些物

质进行生化实验。但驻韩美军无视韩国法律规定，未

经任何申报程序就向韩国境内秘密运送这些物质并

进行生化实验，危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协会对此表

示谴责。协会理事长金铉钟表示，强烈谴责驻韩美军

秘密进行有毒试验，美军使用的都是剧毒物质和细

菌，无视韩国相关法律，这种恣意妄为令人愤慨。

　　根据韩国防部2015年底公布的资料，美军在2009

年至2015年期间曾数次将炭疽杆菌标本运送到韩国，

并进行过16次实验，2015年还运进过一次鼠疫杆菌。韩

国军事专家透露，美军早在1998年9月就已在驻韩美军

基地建立炭疽杆菌实验室，项目涉及的样本除炭疽杆

菌外，还有一种名为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剧毒物质，

其毒性是炭疽杆菌的10万倍。炭疽杆菌是威力巨大的

生化武器，如果在大城市上空洒下100公斤炭疽杆菌，

有可能造成100万至300万人死亡。问题是驻韩美军此

前已经发生过炭疽杆菌泄漏事件。2015年4月28日，驻

韩美军平泽基地就曾发生过炭疽杆菌泄漏事件，当时

有22名研究人员受到波及，该实验室也临时关闭。

生化实验搞阴谋

　　2015年，美国犹他州一军事研究机构通过一家美

国快递公司，以普通包裹形式向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寄

送具有活性的炭疽杆菌样本。该事件遭到《韩民族日

报》等媒体曝光后，美军自2013年6月起在韩国秘密开

展的生化武器研究计划，即“朱庇特”计划被公之

于众。“朱庇特”计划曝光后，美军向韩国境内运送生

化物质的行为仍在继续。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2020年10月8日向韩国

执政党国会议员李宰正提交的资料显示，驻韩美军至

少在2017年11月、2018年10月、2019年1月三次向韩国境

内秘密运输致命有毒物质。据悉，驻韩美军将这些有

毒物质分别送往平泽、群山、釜山等地的美军设施进

行医学和生化实验。以釜山港第八码头的美军生化实

验室为例，2017年至2019年每年分别运入10瓶、26瓶和

56瓶生化武器实验样品。

　　在韩国驻扎的美军第23生化营是全世界唯一实

战部署的生化部队，其职责是“整个朝鲜半岛的生化

防御”。另外在大邱美军基地内还有“Fort Detrik”医

疗支援司令部（USAMLC）人员常驻。最近数年，美

军第23生化营在韩国进行了多次高危险性生化训

练。2013年5月，该部队下属的501生化连与韩国陆军

第24生化营联合进行了训练，当时就包括炭疽杆菌

等在内的生化和分析演练。此后，驻韩美军和韩军还

分别在2014年7月、2016年进行了生化联合演练。2019

年12月，美军第23生化营还和韩国陆军首都机械化

师联合进行了地铁发生生化泄漏的联合军演。很多

韩国民众担心，韩美生化部队经常进行类似演练加

大了有毒物质和细菌外泄的可能性，但韩美军方往

往对这种危险性轻描淡写。

民众大规模抗议

　　近年来，随着驻韩美军进行生化实验的消息不

断被媒体曝光，韩国民众对此的质疑和不满情绪也

日益高涨。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驻韩美军曾于2019

年12月在釜山港8号码头召开记者会，对相关情况进

行说明。美军声称，8号码头相关设施并不是实验设

施，仅仅运入了极少量相关物质。但美军并没有公开

相关设施或具体材料。釜山市民团体表示，由于“朱

庇特”计划中存在“活性介质实验”环节，因此怀疑美

军运进了有可能被激活的生化武器实验样本。

　　多个民间团体持续前往美军基地外进行抗议。

釜山市民和社会团体成立了居民投票促进委员会，

旨在敦促市政府同意以居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关

闭釜山港的美军生化实验室，这一要求得到近20万

釜山市民的签名支持。该委员会表示，釜山港8号码

头周边有5所学校和10余个住宅小区，是人口密集

区。美军生化实验设施的存在给釜山市民健康和安

全造成威胁，美军必须关闭位于釜山港的生化实验

室，将生化武器撤出韩国。

　　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八成五的韩国民众对美

国在韩设立生化实验室感到忧虑或不安。韩国民调

机构“PMI”9月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2%的

韩国人对美军在韩生化实验室感到焦虑和不安，有

75.4%的韩国人认为美军在进行生化实验和运输过

程中有可能发生泄漏，有74.4%的韩国人认为驻韩美

军生化实验室应该更加透明，需要强化定期信息公

开制度和发生问题的法律追责机制。“PMI”方面表

示，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对美军生化实验室非常

担忧，必须强化相关信息公开和监管。

无视相关法律 威胁民众安全

韩一协会起诉驻韩美军运入剧毒物质

　　图为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上一处流动新冠检测点。                  新华社发

　　图为韩民众抗议韩美举行“关键决断”联合军演。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苏宁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

麦肯齐在五角大楼新闻简报会上发表声明，宣告驻

阿美军撤离阿富汗行动完成，历时近20年的阿富汗

战争正式结束。3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专门就美国

结束阿富汗战争发表讲话时自吹自擂，称赞撤军计

划是“非凡的成功”。然而，美军的“成功”与“明智”

是以阿富汗平民的苦难为代价，对此，国际社会表

示，美军对阿平民所犯罪行不能一撤了之！

　　美军撤离期间，阿富汗各地灾民难民激增，社

会混乱动荡，恐袭事件频发。媒体报道称，美军撤侨

行动中，喀布尔机场一片混乱，甚至发生了阿民众

从飞机坠落身亡的非人道惨剧，机场周边自杀式炸

弹袭击更是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和抨击美军的撤离行动，认

为阿富汗乱局同美军仓促无序的撤离行动有直接

关系，美军在阿富汗留下了破坏和贫困。美联社评

论称之为“巨大的失败、无法兑现的承诺以及疯狂

的最后退场”。

　　众所周知，20年前，美军以反恐之名出兵阿富

汗，宣称将为阿富汗带来“民主”“自由”与“人权”。

2002年8月，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声称美国已经“通过

解放阿富汗，恢复了所有阿富汗人民的基本人权与

自由”。但是经过20年的反恐战争和“民主再造”，阿

富汗国内及周边恐怖组织势力未见消减，却给阿富

汗带来了战乱、破坏与贫困。美军在阿富汗20年间，

频频发动突袭，漠视生命，滥杀无辜，恶劣行径耸人

听闻、令人发指。布朗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

示，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战争造成约10万阿富汗军

人和平民死亡。

　　不仅在阿富汗，一直以来，美国以“民主灯塔”

和“世界警察”自居，在世界多国多地肆意对他国进

行军事干涉，穷兵黩武，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肆

意干涉他国内政，将本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

他国，破坏他国和地区和平稳定，给当地带去战争

和苦难，制造了一处处“乱源”。历史与事实一次次

证明，美国出于霸权思维，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准

则和道义，屡战屡败，害人害己，不但自挖泥淖越陷

越深，更给对象国家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不能一撤了之，而应反思所

犯错误，吸取教训，切实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

完整，切实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前途命运的

权利，切实改变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切

实改变动辄施压制裁甚至动用武力的霸道行径。

　　美军虽然已经撤出阿富汗，但为了维护国际法

治、国际正义和人权进步，美军20年来在阿富汗犯

下的杀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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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阿富汗得以摆脱外国军事占领，迎来国

家和平与重建的新起点，阿富汗历史翻开新的一

页。国际社会认为，美国必须要负起责任，向阿富汗

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维

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

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拿出实际行动，帮助阿富汗人

民尽快渡过难关，早日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环球时评

美军对阿平民所犯罪行不能一撤了之

“一带一路”让中斯互利共赢永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