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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20年双方相距仅30米，却没有开枪
进驻喀布尔机场 塔利班要“送走”美军？ 美对喀布尔市内极端组织实施第二次军事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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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美国大片影响的人们
常会把美国情报界看得高深莫
测、神通广大，但近来阿富汗上
演的“喀布尔时刻”，却让全世
界都真正见识了， 美国情报界
究竟有多无能。

当然， 要说美国情报部门
一点“本事”也没有，那也不够
准确———至少在作假、 作恶方
面，他们还堪称“专业”。

其实， 美国前国务卿迈
克·蓬佩奥引以为豪的这些卑
鄙伎俩与美国情报界真实的所
作所为相比， 只能算是冰山一
角。从编造假情报为美国入侵他
国提供借口， 到组织实施刺杀、
虐囚、 监听等见不得光的恶行，
美国情报界的罪恶罄竹难书。

从越战到伊战
一贯弄虚作假

美国国家安全局2005年解
密的一份关于越南战争的研究
报告显示， 有情报官员故意扭
曲证据，谎称1964年8月4日在
北部湾巡航的美军驱逐舰遭到
越南鱼雷艇袭击。 时任美国总
统林登·约翰逊随后下令对越
南北部进行轰炸，“北部湾事
件” 成为美国对越南战争升级
的导火索。

事实证明， 情报部门是美
国推行霸权主义、 实行对外干
涉的重要工具， 而弄虚作假是
美国情报界惯用手法。

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就
是，美国曾宣称有“可靠情报”
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 并以此为由于2003年入
侵伊拉克， 但最终也没有找到
确凿证据。 当年在联合国安理
会会议上， 时任美国国务卿科
林·鲍威尔拿着装有所谓“化学
武器” 粉末的试管来证明对伊

动武的必要性，这一“经典画面”沦
为全世界的笑柄。

从虐囚到暗杀
向来不择手段

为达目的，美国情报机构可谓
不择手段、无恶不作。

虐囚———美国国会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2014年曾发布报告，详
细描述了中情局在审讯囚犯时如
何刑讯逼供，其使用的“加强审讯”
手段包括水刑、剥夺睡眠、狭小空
间禁闭、人身羞辱等。

监听———美国情报机构以“国
家安全”为名大搞监听活动，利用
网络优势和黑客技术把触角伸向
全球。今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局被
曝利用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一些
欧洲盟国领导人，再次引发轩然大
波。早在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
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就揭露了美
国情报部门广泛监听国内外电话
及互联网通信的行为。 由此可见，
美国情报界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收
敛，就算对盟友也未手下留情。

暗杀———根据美国国会参议院
发布的报告， 中情局曾试图暗杀古
巴等国领导人，还曾协助在智利、越
南等国的暗杀行动。英国《卫报》网
站刊文指出， 美国实际上从未彻底
放弃这种恐怖主义手段，只是把“暗
杀”一词改为“定点清除”。过去几十
年，在情报部门支持下，美军频繁使
用空袭方式清除海外目标人物，由
此还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操纵媒体———中情局曾在冷
战时期发起“知更鸟行动”，旨在通
过操纵媒体影响大众舆论。美国著
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揭露，
该计划招募的许多记者有偿为中
情局提供情报，并根据其授意撰写
“假新闻”。时至今日，美国一些媒
体与情报机构仍保持着相互利用
的关系。 ■据新华社

“恐怖袭击威胁依然高”
美军实施第二次军事打击

依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拜
登8月28日上午与国家安全班
子和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开
会。拜登说，当地局势依然“极
为危险”， 针对喀布尔机场的
“恐怖袭击威胁依然高”。“我的
指挥官们告诉我，24至36小时
内，很可能发生袭击。”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同样
发布警告， 说喀布尔机场面临
“具体、可信”的袭击威胁，敦促
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美国人
“立即离开”。

喀布尔机场外围26日发生
自杀式爆炸袭击和枪击， 美军
13人死亡、18人受伤，至少170
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宣称发
动这次袭击。作为反击，美军派
出无人驾驶飞机27日在阿富汗
炸死两名、 炸伤一名“伊斯兰
国”阿富汗分支成员。

拜登28日说：“这次打击不
是最后一次， 我们将继续追剿
参与那次令人发指袭击的任何
人，让他们付出代价。”

拜登说， 美方继续在阿富
汗撤离人员，“昨天又撤出6800
人，包括数百名美国人”。

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9日下午， 美军在阿
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内实施了一
次军事打击。报道称，美军此次
打击目标为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分支机构“呼罗珊省”的
成员， 该组织成员正试图前往
喀布尔国际机场实施自杀式汽
车炸弹袭击。

驻喀布尔机场美军开始撤离
塔利班称已经准备接管？

五角大楼28日说， 本月14
日以来， 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撤
出超过11.7万人， 其中大约
5400人是美国公民。 据美联社
报道，美国国务院说，仍有大约
350名美国人希望离开阿富汗，
大约280名美国人准备留下或
没有向政府说明他们的打算。

美国定于8月31日完成从
阿富汗撤军， 并在这一期限内
撤出美国公民和曾为美国服务
的阿富汗人。塔利班已经表示，
不会允许美方延长撤军时间。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
比28日说， 驻喀布尔机场的美
军已经开始撤离，但拒绝披露美
军现有人数。美联社援引一名美
国官员的话报道，驻机场的美军

已经从最多时大约5800人降至
不足4000人。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
贾希德28日表示，塔利班人员已
经进入并控制喀布尔机场内一
些区域，将在美军撤离后和平接
管机场。塔利班另一名发言人比
拉勒·卡里米也在社交媒体表
示，塔利班人员已经进驻喀布尔
机场部分军事区域。

然而，柯比否认塔利班方面
的说法， 也拒绝说明美军空袭
“伊斯兰国” 阿富汗分支的行动
是否获得塔利班提供的情报及
其他帮助。一名塔利班人员29日
告诉路透社，塔利班的工程和技
术人员已经准备接收机场，“我
们正等待美国人最后点头，继而
完全掌控机场。双方都希望快速
交接”。

最后一批飞机起飞
多国已结束撤离平民行动

法新社描述，28日， 机场地
面设施和附属建筑到处可见全
副武装的塔利班人员，美国海军
陆战队士兵在候机楼楼顶监视
着他们。报道说，阿富汗战争开
始20年后， 这对敌手相距仅30
米，却没有开枪。

在28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
“最后一批飞机起飞前”，塔利班
人员是否会进入机场接管安保
时，柯比回答：“我不会讨论这些
细节……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
始终有能力自卫。”

英国28日结束撤离平民的
行动。前一天，法国、西班牙、意
大利等国政府分别宣布，撤离本
国公民及相关阿富汗人的行动
已经结束。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西方国家安全官员29日告诉路
透社，喀布尔机场待撤平民只剩
“1000人出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阿富
汗人在机场外告诉美联社，他曾
为驻阿美军担任翻译，试图搭乘
飞机离开阿富汗，通过了三道塔
利班关卡， 在第四道被拦下。塔
利班人员告诉他，美方只允许持
有美国护照的人通过。“我看不
到希望。 如果撤离行动结束，我
们会怎么样？”

法新社报道， 十多辆客车
28日在机场主要入口卸下乘客。
一名塔利班人员说：“我们有美
国人给的名单……如果你的名
字在名单上，就能通过。”

塔利班先前宣布大赦，呼吁
阿富汗人不要逃离，表示美军撤
离后将恢复商业航班。

■据新华社

阿富汗塔利班8月28日说， 塔利班人员已经进
驻喀布尔机场内一些区域，但美方否认这一说法。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同一天说， 喀布尔机场
“很可能”36小时内再次遭遇袭击。 拜登话音未落，
当地时间29日，喀布尔机场附近一居民区遭遇火箭
弹袭击，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据目击者
称，死伤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喀布尔时刻”让全球
见识美情报界的无能

阿富汗塔利班发
言人8月28日称， 正在
筹备“组阁”，预期一两
周内完成。

塔利班发言人扎
比乌拉·穆贾希德先
前告诉路透社， 将在
一周内发布“组阁”消
息，后来更正为“一周
或两周”。

穆贾希德说，塔利
班已经任命34个省中
33个省的省长和警察
局长， 以及公共卫生、
教育和中央银行等关
键部门的负责人。

路透社问及“内
阁” 成员中是否有女
性，穆贾希德没有明确
答复，仅说这由塔利班
领导层决定。

穆贾希德谴责美
军无人机27日在阿富
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空
袭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 阿富汗分支人员，
称这是“对阿富汗领
土的攻击”。 不过，他
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
今后与阿富汗保持外
交关系。

另外，塔利班28日
宣布，已经下令银行恢
复营业，每周取款限额
为200美元或2万阿富
汗尼。 穆贾希德表示，
阿富汗尼贬值是局势
骤变引发的“暂时”现
象，“一旦新的政府系
统开始运作，情况将恢
复正常”。

■据新华社

塔利班称
一两周内“组阁”
已任命33个省的
省长和警察局长

连线

这 是
8月 28日
在阿富汗
楠格哈尔
省拍摄的
美军无人
机空袭现
场。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