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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言人哈
法吉7日表示，伊方正与美国方面就曾
多次用于保护巴格达“绿区”的美防空
系统在伊总理斯塔法·卡迪米住所遭袭
事件中失灵一事进行讨论。卡迪米位
于“绿区”内的住所当天遭无人机袭击，
所幸卡迪米躲过袭击未受到伤害。

分析人士指出，上月举行的伊拉克
国民议会选举正式结果迟迟未能公布，
围绕选举结果的示威活动近期不断发
生。伊拉克局势长期受到美国等外部
势力干预，此次袭击事件表明伊拉克选
后政局动荡加剧，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总理住所遭袭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7日发表
声明说，当日凌晨4时许，一架来历
不明的无人机向卡迪米住所投掷炸
弹。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视频和图
片看，爆炸造成总理住所内的门窗和
车辆遭到轻微损坏，但建筑主体结构
未受影响。据伊拉克媒体报道，数名
卡迪米的安保人员在袭击中受伤，伊
安全部队还在卡迪米住所屋顶发现了
两枚未爆炸的炸弹。

袭击发生后，卡迪米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说：“我很好……我呼吁所有人保
持冷静和自我克制，袭击事件不会动摇
安全部队维护人民安全和执法的坚定
决心。”伊拉克国家电视台随后公布卡
迪米视频讲话，他身着白色衬衫，呼吁
各方冷静对话，建设伊拉克及其未来。
卡迪米当日还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紧急会议。

目前仍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
造了这起袭击事件。伊拉克媒体援引
伊内政部及军方的消息称，3架无人机
参与袭击，其中两架被击落，第三架击
中总理住所。这3架无人机从巴格达
东北约12公里处发射。

截至目前，美国、伊朗、沙特、埃及、
阿联酋等国都对这起袭击表示谴责。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当日也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暗杀卡迪米的企图，并呼吁各
方通过对话缓和紧张政治局势，维护伊
拉克的国家利益。

动荡持续多日

伊拉克10月10日举行了新一届国
民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什叶
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
动”获得73个席位，位居首位。与什叶

派民兵武装关系紧密的“法塔赫联盟”
较上次选举失去大量席位，该组织认为
选举存在舞弊，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连日来，对选举结果不满的民众在
“绿区”外安营扎寨，抗议选举结果。5
日，大量示威抗议者冲击“绿区”并与安
全部队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事件发生后，卡迪米下令要求调查事件
起因。但一些什叶派民兵组织认为政
府需为此负责。什叶派民兵组织“正义
联盟”领导人6日称，卡迪米应对“烈士
的鲜血承担责任”，示威者仅是反对选
举舞弊，而政府的武力回应意味着卡迪
米是造成选举舞弊的第一责任人。

不过，“法塔赫联盟”在袭击后第一
时间发表声明，对袭击予以谴责，并称
此次袭击正试图引发“政治洗牌”。

伊拉克媒体分析认为，此次袭击
行动或与示威者连日来举行抗议活
动、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有
关。同时，也有媒体认为，袭击可能
与伊拉克民兵组织相关。

局势不容乐观

分析人士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
伊拉克，破坏了伊拉克原有的政治生

态。长年战乱加之外部势力长期干
预，使伊拉克政治宗教及民兵武装矛
盾难以调和。10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后，伊政治安全局势高度紧张，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武装趁乱在伊北部
不断制造袭击，伊拉克选后安全和政
治局势不容乐观。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
里·沙姆哈尼7日表示，对卡迪米住所
的袭击是新的“煽动叛乱”，必须追溯到
外国智库，这些智库通过建立和支持恐
怖组织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不安全、
不和睦和不稳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兰杰·阿拉
丁表示，此次袭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越
界，证明选后伊拉克紧张局势已显著升
级，很可能衍生出更多强烈的暴力反应。

伊拉克安全问题专家阿卜杜拉·朱
布里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此次无人机
袭击总理住所事件已超过武力震慑范
畴。这一恶性事件很可能造成伊拉克
各方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剧，甚至导致
伊拉克局势恶化，伊拉克政府的当务
之急是稳定局面，尽快顶住各方压力
公布正式选举结果。

新华社记者 张淼
（新华社巴格达11月8日电）

围绕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示威活动多发

总理官邸遇袭凸显伊拉克政局动荡加剧

英国作家和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
丁内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
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连线专访时表示，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已取得“相
当显著进展”，并会继续取得更大成
绩。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中国，只意
味着他们并未“认真对待自身责任”，反
而在“推卸责任”。

马丁内斯高度赞赏中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上所付出的扎扎实实的努
力，并向记者列出一系列中国减排“成
绩单”——过去15年，碳排放强度大幅
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正式

设立三江源等一批国家公园；可再生能
源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等。

“我认为（成绩）十分明显，中国多
年来一直非常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并
形成了生态文明理念，中国一直在为所
有这些项目做出很多努力。”他说。

“中国总是设定自身可以实现的目
标，并且信守承诺。”马丁内斯相信，在
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和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上，中国也将“继续
取得卓越进步，虽然这些目标非常雄心
勃勃，而且很难实现。但正如之前所
说，中国有信守承诺的传统，所以我绝
对相信中国会‘说到做到’”。

相比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成果，马丁内斯认为，美国表现十分
差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似乎更
在乎‘宣传、新冷战和经济竞争’，而不
是防止气候崩溃。”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并不是真
正关心气候变化，并不真正关心可再生
能源，他们对气候问题的在意程度远远
比不上他们对中国的诽谤和妖魔化。”
马丁内斯说。

谈到某些西方媒体在气候变化问
题上对中国的歪曲指责，马丁内斯说：

“我认为这非常可耻，指责中国只是一
些西方国家和媒体推卸自身责任。”

“将责任推卸给中国，意味着他们
没有认真对待自身责任。这非常有
害。”他说，西方国家不但不应指责别
人，而且应改变自身行为，削减化石燃
料使用量，提高能源效率，并在世界范
围内起到带头作用。“此外，他们应该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援助”。

问及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当前最紧
迫任务是什么，马丁内斯说，他完全赞
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在COP26上所提的
建议，“最重要的是维护多边主义，我们
需要合作，而不是相互指责”。

新华社记者 孙晓玲
（新华社伦敦11月8日电）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成绩显著”
——访英国作家和政治评论员马丁内斯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那年，4岁的
拉梅什跟母亲逃到了伊朗。现已长成
小伙子的拉梅什心中一直挂念着祖国。

“阿富汗确实有战争，有损伤，但这
不是我不爱我的祖国和不为之骄傲的
理由。”拉梅什说，“我的目标是为我的
家人和祖国服务，因为我爱他们。”说这
话时，小伙子神情坚定。

这是拉梅什日前在一档由在伊朗
生活的阿富汗年轻人参加的自媒体视
频节目中的表述。他坦言，阿富汗过去
20年的动荡让他现在不能报效祖国，但
他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国大展拳脚，为此
他在大学特地选择了计算机工程专业。

伊朗政府一直对因冲突和暴力逃
离的阿富汗人持友好包容态度，伊朗成
为阿富汗难民最大的接受国之一。伊
朗还将阿富汗难民纳入本国卫生和教
育体系，不少跟随父母来到伊朗或在伊
朗出生的阿富汗人因此受益。

跟拉梅什一起参加节目的娜尔盖
斯同样在伊朗接受了高等教育。40多
年前，她的祖父母举家来到伊朗，当时
娜尔盖斯的父亲只有十多岁。

娜尔盖斯在节目中说，她也一直想
着有一天回到阿富汗。她说，自己有

“无数个梦想”，都与祖国有关。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提升自己

的能力。当能力和阅历都足够去教导
和激励他人时，我肯定首选回到阿富
汗，去那里教小朋友。”她说。

31岁的卡迈勒是记者在伊朗首都
德黑兰一处建筑工地见到的一名阿富
汗人。他告诉记者：“我被迫来到伊朗
打工，为我的妻子和孩子谋生。”他的妻
子和3个孩子生活在阿富汗。

在阿富汗和伊朗之间奔波，卡迈勒
从12岁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他说，包
括他母亲在内的不少亲人在美国发动
的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也让他失
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已经很痛
苦了，美国人的到来让我们更加痛苦。”

卡迈勒说，阿富汗人不明白，美国为
什么用站不住脚的理由进攻他们的国
家。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导致暴力升
级，平民丧生，大批阿富汗人流离失所。

今年8月，美军撤离阿富汗。可在卡
迈勒看来，阿富汗仍然没有实现和平，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仍在境内活跃。
面对未知的未来，又有许多阿富汗人逃
离故土。据伊朗媒体统计，目前有350多
万阿富汗人生活在伊朗，其中约60万人
持有伊朗签证，约78万人被接受为难民，
其余200多万人没有合法居留证件。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王守宝
（新华社德黑兰11月9日电）

我有无数个梦想，都与祖国有关——

寄“ 伊 ”篱 下 的 阿 富 汗 人

新华社英国格拉斯哥 11 月 8 日
电（记者 郭爽）英国政府8日发布公
报说，英国将承认世界卫生组织新冠
疫苗紧急使用清单上的疫苗，其中包
括两款中国疫苗。完全接种这些疫
苗的旅客入境英国后将免除隔离。

英国政府宣布，自本月 22 日 4
时起，科兴新冠疫苗、中国国药新
冠疫苗以及印度本土疫苗Covaxin将
被列入英国入境旅行批准疫苗清
单，从而让更多已接种上述疫苗的
人更方便地进入英国。

根据这份公报，已完成两剂上
述疫苗接种并获得相关疫苗接种证

明的旅客将无需接受出发前核酸检
测和入境后第8天的核酸检测，入境
英国后也无需自我隔离10天，但须
在抵英后第2天接受快速侧流抗原检
测，如果该检测结果为阳性，则须
再接受一次免费的确认性核酸检测。

英国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当
天说，这一决定意味着英国进一步
重启国际旅行。

英国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英国政府8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2322
例，累计确诊9333891例；新增死亡
病例57例，累计死亡141862例。

完全接种科兴和国药新冠疫苗者
入境英国将免除隔离

新华社华盛顿11月8日电 8日
晚，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搭乘美国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龙”飞
船安全抵达地球，结束了为期199天
的在轨任务期。

美国航天局网站 8 日发布消息
说，参与代号为“Crew-2”航天任
务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沙
恩·金布罗和梅甘·麦克阿瑟、日本
宇航员星出彰彦和欧洲航天局宇航
员托马斯·佩斯凯。美国东部时间8
日22时33分（北京时间9日11时33
分），他们搭乘的载人“龙”飞船溅
落在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墨西哥湾
内。在溅落点附近等待的回收船负
责对飞船进行打捞和安全回收。飞
船被吊上甲板后，4名宇航员将立即
出舱并接受医学检查。

此次返航标志着载人“龙”飞

船第二次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
宇航员任务的结束。金布罗、麦克
阿瑟、星出彰彦和佩斯凯4人搭乘
的载人“龙”飞船于今年4月23日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
射，4 月 24 日与国际空间站“和
谐”号节点舱顺利对接。为期6个
多月的在轨任务中，4 名宇航员开
展了一系列科学调查、技术演示和
设备维护活动等。此外他们还进行
了4次太空行走和多次面向公众的
在轨实验。4 人返航后，国际空间
站上只剩一名美国宇航员和两名俄
罗斯宇航员。

“龙”飞船是美国首个由私营企
业建造并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
载人飞船，也是自美国航天飞机之后
首个获美航天局认证的常规运送宇
航员往返空间站的新型载人飞船。

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
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

新华社东京 11 月 9 日电（记者
华义）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9
日上午成功发射一枚“埃普西隆”火
箭，将9颗小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埃普西隆”火箭自2013年首次
发射以来连续第5次成功发射。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对
这次发射进行了网络直播。9时 55
分 （北京时间8时55分），“埃普西

隆”火箭从鹿儿岛县的内之浦宇宙
空间观测所发射升空，约1个小时后
将日本的大学和企业研发的9颗小型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埃普西隆”是一款固体燃料火
箭，全长26米，重约96吨，相对于
约53米长的日本大型火箭H2A来说
体型较小。固体燃料火箭具有发射
准备时间短、机动灵活等优点。

日本用一枚固体燃料火箭
成功发射9颗小卫星

新华社贝鲁特11月8日电（记者
刘宗亚）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副秘
书长扎基8日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
特，会见多位黎领导人，讨论解决该国
与沙特阿拉伯等国之间的外交风波。

黎总统奥恩会见扎基时说，有必
要把黎政府立场与仅代表个人的观
点区分开，还要考虑到黎民主制度的
要求。他希望与沙特等国通过真诚
坦率的对话合作弥合分歧、解决问
题。黎欢迎阿盟为此所做的努力。

扎基当天还会见了黎总理米卡
提、议长贝里和外长哈比卜。扎基会
后对记者说，阿盟不愿看到当前的外
交风波持续下去，必要时将派代表团

访问沙特。
据当地媒体报道，奥恩和米卡提

已就引发风波的新闻部长库尔达希
辞职达成一致意见。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0月26日在
一档节目中播放了一段库尔达希就
任新闻部长前有关也门局势的言
论。当时作为黎著名主持人的库尔
达希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
参与的战争是“荒谬的”，他们在战争
中“袭击也门人民”，也门胡塞武装在
进行“自卫战争”。此事引发沙特等
海湾国家强烈抗议，沙特、巴林、科威
特等国纷纷召回驻黎大使，并要求黎
大使限期离境。

阿盟愿帮助黎巴嫩解决
与沙特等国的外交风波

11月8日，旅客在美国纽约肯尼迪
国际机场等待领取行李。

美国8日起放宽入境限制，允许完
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外国旅客乘坐
国际航班或通过水陆口岸入境。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美国放宽入境限制

11月9日，人们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独立68周年庆祝活动上放飞气球。
在柬埔寨已故太皇西哈努克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于1953年11月9日摆

脱了法国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