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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6日夺取尼姆鲁兹省首府，阿富汗
塔利班7日和8日宣布又攻占朱兹詹省和
昆都士省首府。阿富汗国防部 8 日否认
昆都士省首府“陷落”。

再占首府
塔利班发言人 7日说，塔利班当天攻

占朱兹詹省首府希比尔甘市。阿富汗内
政部发言人则说，塔利班仅占领希比尔甘
部分地区。

不过，朱兹詹省副省长卡迪尔·马利
亚说，希比尔甘“不幸陷落”，政府军已撤
离市区，转至郊区机场驻防。他说，政府
军将在增援部队和民兵武装协助下，把塔
利班逐出这座城市。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塔利班与政
府军激战一周后攻占希比尔甘。希比尔
甘市人口大约13.2万，朱兹詹省与土库曼
斯坦接壤。

朱兹詹省是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阿
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的家乡。杜斯
塔姆是与阿富汗政府联合抵抗塔利班的
重要军事人物之一，他的儿子正在朱兹詹
省领导一支民兵武装对抗塔利班。

阿富汗总统府 7 日说，总统阿什拉
夫·加尼当天在首都喀布尔与杜斯塔姆会
面，讨论朱兹詹省安全局势。杜斯塔姆所
领导政党的发言人说，杜斯塔姆请求政府
向希比尔甘调派至少 500名突击队员，帮
助夺回这座城市。

希比尔甘一名居民告诉媒体记者，人
们躲在家里，十分害怕，街上空空荡荡。

“市内交战逐渐平息，我们听说塔利班正
向机场行进。”

塔利班 6 日宣布夺取西南部尼姆鲁
兹省首府扎兰季市。阿富汗国防部发言
人当天说，政府军将很快发起反击，将塔
利班逐出扎兰季。这是塔利班时隔多年
首次攻占省会城市，上一次是2016年短暂
占领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

美国 5 月 1 日开始从阿富汗仓促撤
军，定于8月31日结束在阿军事任务。塔
利班 5 月以来连续猛攻，夺取不少地区，
目前在多个省会城市与政府军激战。

激烈争夺
塔利班发言人 8说，塔利班当天攻占

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不过，阿富汗国

防部当天说，政府军正在这座城市“清剿”
塔利班。

昆都士省一名官员 8 日告诉新华社
记者：“塔利班昨天开始猛攻昆都士市，并
试图控制通往昆都士机场的公路，但并未
攻占这座城市。”

昆都士市靠近塔吉克斯坦，是阿富汗
北部边境战略要地。市区一名居民 8 日
在电话中告诉法新社记者，塔利班已进入
城市主广场，“有飞机在轰炸他们”，“一片
混乱”。

昆都士省议会一名议员当天说，政府
军正与塔利班在昆都士市多个地区展开“激
烈巷战”，一些政府军部队已向机场撤退。

阿富汗北部萨尔普勒省首府同样遭
到猛攻。省议会两名议员 8 日告诉德新
社，塔利班与政府军激战两天，8日“攻占”
萨尔普勒市，占领市区“所有政府设施”。
这两名议员说，政府军已撤至一座军营，
塔利班已包围军营，向那里发射迫击炮弹。

另据阿富汗军方 8日发布的消息，在
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塔利班 7日晚
从 4个方向攻打首府法扎巴德市，政府军

“顽强抵抗”，交火数小时后塔利班武装人

员逃跑，“丢下35具尸体”。
除上述省会城市，塔利班与政府军目

前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
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市、西部赫拉
特省首府赫拉特市外围交战。坎大哈市
和赫拉特市分别是阿富汗人口第二和第
三多的城市。

尽管阿富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美国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 6 日说，美国总
统约瑟夫·拜登依然认为美国从阿富汗
撤军“正确”。

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 7 日说，美军
B-52型轰炸机当晚空袭希比尔甘市塔利
班武装，炸死“超过 200名”塔利班武装人
员。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说，美军
近几天数次发起空袭，从而掩护阿富汗
政府军。

美国政府尚未说明从阿富汗完全撤
军后是否仍会在阿实施空袭。

位于喀布尔的智库“阿富汗分析师
网”专家托马斯·鲁蒂希说，塔利班近来攻
取多地说明这一组织军事实力绝不容低
估，并且能同时进攻多个地区。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希腊多地林火7日持续肆虐，上千名消防员参与灭
火，数以百计家庭目前无家可归。在邻国土耳其，数年
来最严重林火已持续超过 10 天，7 日的降雨缓解部分
地区火势。

希腊最近几天的高温和强风天气助长了林火蔓
延。欧洲联盟委员会创设的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
数据显示，截至 7 日的 10 天里，希腊超过 5.6 万公顷土
地遭烧毁，而 2008 年至 2020 年同期平均过火面积为

1700公顷。
希腊公民保护部副部长尼科斯·哈达利亚斯 7 日

说，55处大火正在希腊各地肆虐。希腊消防部门说，超
过 1450 名本土消防员、至少 15 架飞机参与灭火，多国
增援力量正在赶来。

最危险的情况出现在希腊首都雅典北部地区、
埃维亚岛以及古奥林匹亚遗址所在的伯罗奔尼撒
半岛。

雅典北部小镇派夫科非托已退休的居民塔索斯·
齐利瓦科斯告诉法新社记者：“这是可怕的灾难。我担
心也许只有曾孙辈才有机会重新来到这些地区。”另一
名居民告诉希腊媒体记者，他撤离后在电视上看到自
家房子在燃烧。

在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火势蔓延30公里，6日
晚有大约 1300 人经海路撤离，次日上午又有 23 人撤
离。当地官员说，300 多户家庭的房屋被烧毁，无家可
归者在酒店避难。

据法新社报道，希腊大火已致两人死亡，另有数十
人入院治疗。一名死者是雅典北部山区志愿参与灭火
的当地居民，6日因头部被坠落电线杆击中受伤，抢救
无效死亡。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7 日来到雅典
的消防部门总部，对志愿消防员丧生表达“深切悲
痛”。他随后前往雅典西部机场，消防飞机从那里起
飞。米佐塔基斯说：“当这个噩梦般的夏天过去后，
我们将把所有注意力转向尽快修复损失、恢复自然
环境。”

法新社报道，由于强风和高温天气继续，希腊大火
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希腊仍在调查多地今年同时发生大火的原因。美
联社报道，已有三人因涉嫌纵火被捕。一些欧洲官员
说，气候变化也可能是林火发生的原因。

在希腊邻国土耳其，数年来最严重林火已肆虐
10 余天，造成 8 人死亡。沿海城市安塔利亚官员说，
7 日降雨之后，安塔利亚市所在的安塔利亚省火势得
到控制。

不过，旅游热门地穆拉市火势仍然严重，那里至少
三个街区下令居民疏散。

土耳其农业和林业部长贝基尔·帕克代米尔利
7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土耳其 81 个省中有 47
个共发生 200 多起火灾，其中 5 个省的 13 处大火尚
未扑灭。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希腊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土耳其遇降雨缓解火情

▲8月6日，消防员和志愿者
在希腊雅典东北部的阿菲德内斯
地区进行灭火作业。持续多日的
希腊山火截至目前已造成两人死
亡，数十人受伤。
新华社发（马里奥斯·罗洛斯摄）

◀志愿者在土耳其穆拉省亚
塔安进行灭火作业。受高温强风
天气影响，土耳其数年来最严重的
林火已肆虐多日。 新华社/美联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三天攻占三省首府
尽管阿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拜登依然认为美撤军“正确”

据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朝日新闻》7日报道，经济产业省正
在考虑修改有关规定，以便允许日本向国外出口大型放射性核
废物。日本现有法律禁止核废物出口。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海
啸，造成福岛核电站断电，三座机组相继堆芯熔毁，大量放射物
泄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已决定报废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

《朝日新闻》报道，报废核电站会产生大量放射性废物，包括
重达数百吨的蒸汽发生器等大型设备。这类废弃物占用大量空
间，日本核电能源业界希望能放宽相关出口限制。

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规定，禁止出口放射性废物。
《朝日新闻》报道，经济产业省正在考虑能否在遵守禁止出

口核废物的基本原则下，以颁布行政令的形式，制定例外规定。
比如批准核废物的有限出口，条件包括核废物需在出口对象国
再利用，可出口核废物仅限蒸汽发生器、给水加热器和核废料运
输贮存容器等。

这家媒体报道，日方设想的出口对象国包括正在推动核电
站报废的美国和瑞典等国。日本政府和东电对福岛第一核电站
事故的善后工作屡遭诟病，先前宣布打算把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的决定招致多方强烈反对。

日欲推动出口放射性核废物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就美国总统
签署涉港备忘录回答记者提问。

华春莹说，美方所谓备忘录大肆攻击抹黑香港国安法和中
方治港政策，是美方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又一恶劣
表现，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她说，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了香港的法治，恢复了香港
的安全和稳定，确保了香港居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美方所谓为香
港居民提供“安全港”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真实目的就是要
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

华春莹说，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恪守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停止干扰香港法治，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纵容反中乱港势力，否则
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严重损害美自身在港利益。

就美国总统签署涉港备忘录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近期因德尔塔毒

株传播而激增，佛罗里达州 6日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为遏制疫情蔓延，美国部分地区和行
业收紧防疫措施。新泽西州 6日宣布，幼
儿园和公立中小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工开
学时必须在室内戴口罩。

疫情堪忧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佛州 6 日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22783
例，为疫情暴发以来最多。美国卫生与公
众服务部说，佛州现有新冠住院患者当天
升至13427人，连续第五天创新高。

医院数据显示，截至 5 日，佛州入院
新冠病患中超过 2600 人需要重症监护，
占用佛州 42%重症监护室床位，这一比例
两周前不到20%。

佛州卫生部门发布的每周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5 日的过去一周内，佛州日均
新增确诊病例 19250 例，较前一周增加
3400多例。

路易斯安那州卫生部门数据显示，截
至6日，全州新冠入院人数为2421人。州
长约翰·贝尔·爱德华兹当天说：“我们仍
处于危险境地，新冠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
继续攀升。今天是我们连续第四天住院
人数破纪录，危及医院救治能力。”

白宫 6日宣布，美国一半人口已经完
成新冠疫苗接种。路透社报道，美国各州

疫苗接种率相差较大，例如，佛蒙特州
76%居民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而密西西
比州这一数据仅为41%。

美国近日新增新冠病例集中在佛州、
路易斯安那州等疫苗接种率较低地区。
美国媒体报道，截至 6 日，佛州和路易斯
安那州分别有大约 49.4%和 37.3%居民完
成新冠疫苗接种。

各出措施
为防控疫情，美国部分地区，如纽约

和洛杉矶市，正在实施新限制措施，要求
进入餐馆和健身房等室内场所时出示疫
苗接种证明等。

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 6 日说，鉴
于德尔塔毒株对民众威胁增加，幼儿园和
公立中小学校学生和教职工开学时必须
在室内戴口罩，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

据路透社 6日数据，新泽西州过去两
周新增确诊病例数增加了 105%。过去四
周，新州住院人数激增92%。

另外，美国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大企
业要求人员复工前必须接种疫苗，否则需
要每周甚至每日接受核酸检测。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6日宣布，要求6.7
万名本土员工在10月25日前接种新冠疫
苗。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规定，
8 月 9 日起，90 万名美国仓库员工须在室
内戴口罩，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新冠病例激增 美部分地区收紧防疫措施

8月7日，人们在德国柏林泰格尔机场参加名为“自由晚餐”的户外野餐会。
大约 3000人 7日在德国柏林已关闭的泰格尔机场的跑道上参加了一场大型户外野

餐活动，其间遵照防疫规定，以这一特殊方式推广当地旅游。
新华社/路透

德国柏林举办3000人户外野餐会

8月 7日，工作人员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肯尼思·卡翁达
国际机场准备转运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

当日，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运抵赞比亚，中国驻赞比亚
大使李杰、赞卫生部常务秘书肯尼迪·马拉马和联合国驻赞协调
员昆巴·加迪奥等出席迎接仪式。 新华社记者 赵宇鹏摄

中国援助新冠疫苗运抵赞比亚

这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超新星爆发
的景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发表公报说，他们与
多国研究人员合作，捕捉到了超新星爆发的“最初景象”。这是
天文学家第一次细致地观测到完整的超新星爆发过程，有助于
研究宇宙起源。 新华社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供图）

研究人员说捕捉到超新星爆发的“最初景象”

据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多名政府和军方消息人士8日说，韩
国政府初步决定如期举行韩国与美国的年度夏季联合军事演
习，考虑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夏季军演规模将比今年春季的联合
军演小。朝韩关系近期出现改善迹象，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因而
呼吁取消或推迟军演。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夫胜粲 8 日说，韩美仍在为夏季军演事
宜磋商，“军演时间、规模和具体方式尚未确定”。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说，即将开始的夏
季联合军演将把参演军人人数控制在最低水平，“甚至将比春季
联合军演人数更少，而且没有户外训练”。韩国国防部先前宣布
把适用于韩国全军的防疫措施期限延长至8月22日。

按照惯例，韩美将在公布夏季联合军演日程当天向朝鲜通
报演习日程和性质。

朝鲜一向坚决谴责韩美联合军演，认定这类军演是挑衅。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本月1日晚呼吁韩国

取消定于 8 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她说，最近接连听到韩美
联合军演将如期举行的消息，这一军演“严重损害北南首脑希望信
任恢复过程重新起步的意志”，“给北南关系前景进一步投下阴影”。

韩美夏季军演或将如期举行
规模小于春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