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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记者
潘洁、孙楠）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
旭 24日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致函世
卫组织总干事，并递交了《关于德特
里克堡（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的疑点》《关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
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两份
非文件，以及超过 2500 万中国网民
联署的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基地的
公开信。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
说，中方对新冠病毒全球溯源问题的
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溯源是科学
问题，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
学溯源。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
报告得出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认
的结论和建议，必须得到尊重和实
施，今后全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

此基础上开展。
“武汉病毒研究所已两次接待世

卫组织专家组，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
毒研究所泄漏极不可能，这是中国－
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
论。如果有关方面坚持认为实验室泄
漏不能排除，就理应本着公平、公正的
原则，对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罗
来纳大学开展调查。”他说。

汪文斌表示，国际社会和美国民
众对于德特里克堡基地相关活动不
合法、不透明、不安全早有严重关
切。这个基地是美国生物军事化活
动的大本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
究所是其中最主要的实体。该研究
所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改造，
2019年发生严重安全事故并被关停，
随后美国内暴发与新冠肺炎症状相
似的疾病。对于这些问题，美方从未

向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作出交代。
他说，美国一直污蔑武汉病毒研

究所开展的冠状病毒研究引发新冠
肺炎，实际上美国才是全球此类研究
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方。“特别是北
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是此类研
究的权威，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
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只要调查巴
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完全可以澄清
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
生新冠病毒。”

“我们敦促美国停止利用溯源问
题进行政治操纵。如果美国顽固坚
持实验室泄漏论，就应该首先邀请世
卫组织去德特里克堡、北卡罗来纳大
学进行溯源调查。同时，我们希望国
际社会共同努力，抵制将溯源问题政
治化的逆流，推动溯源问题回归科学
合作的正轨。”汪文斌说。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了转移自
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黑打压别
国的政治目的，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毫无根据地翻
炒“武汉实验室泄漏论”等陈词滥调，
持续对病毒溯源问题进行政治操弄。
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

病毒溯源必须而且只能是科学问
题，这是一个常识。新冠疫情是一场
全球健康危机，各国应秉持尊重科学
和事实的理性态度，携手应对。病毒
溯源工作必须也只能由科学家承担，
研究找到病毒的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
途径，从而更好地防范未来风险。去
年以来，全球多国科学家纷纷表态，认
为科学溯源的方向不可扭曲，反对将
溯源问题工具化、将科学问题政治化。

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与科
学溯源。从疫情初期，中方就积极同
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第一时间分
享病毒基因序列，两次邀请世卫专家
来华开展溯源研究。今年 3 月底发
布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
完全遵循世卫组织程序，采取了科学
方法，已经被证明是一份有价值的、
权威的、经得起科学和历史检验的报
告，理应成为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
指南，任何企图推翻和歪曲联合研究

报告结论的做法，都是政治操弄，也
是对科学和全球科学家不尊重。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企图绑架世
卫组织，一再鼓动对中国再一次进行
所谓病毒溯源。企图对中国搞这种

“拉抽屉”式溯源，不仅是对科学精神
的践踏，更是对中国国家尊严的侮
辱。中国拒绝这种溯源，不是想隐瞒
什么，而是依法捍卫自身的权益和尊
严。中国始终欢迎本着科学认真态
度进行的溯源，但是对于藐视科学、
心存不轨的所谓溯源坚决反对。中
国作为主权国家，绝不能任由某些别
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想怎么操弄就怎
么操弄，想怎么栽赃就怎么栽赃。

从国际法角度看，将国家责任与
病毒来源相关联毫无根据，而且会开
创一个危险的先例。更何况，多国对
早期新冠疫情不断有新发现，有的时
间线早于中国报告首例的时间，引发
学界对新冠病毒起源和传播的新思
考。美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歪曲事
实、混淆是非，既是对相关国际法的
无视，也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美方
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是对相关国际法
和国际卫生法律体系的破坏。

美国操弄病毒溯源的背后是恶
意的政治图谋。一是妄图为美国政
客抗疫不力“甩锅”推责，借煽动反华
情绪拉选票，转移公众视线。二是妄
图通过栽赃，给中国贴上“病毒来源

国”的黑色标签，实现遏制中国发展、
维护美国霸权的卑劣企图。

美国知名中国史专家、新墨西哥
州立大学教授肯尼思·哈蒙德日前指
出，美方不遗余力炒作病毒溯源问题
背后，是美国政客及其幕后金主非常
担忧自己的世界霸权会消亡，担心日
益强大的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与
地缘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要千
方百计遏制中国发展。叙利亚总统
政治和新闻顾问布赛纳·沙班说，美
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完全不
合时宜”，缘于美国试图利用所有议
题来打压中国，全世界都明白美国的
意图，如今美国再也无法蒙骗世人。

美国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做法，
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当前，已
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
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
处提交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
公正地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
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多国政要、
媒体、专家、民众纷纷以不同方式发
声，谴责美国将溯源政治化的做法。

政治操弄溯源违背科学、不得人
心。在溯源问题上，我们要合作，不要
抹黑；要真相，不要谎言；要尊重科学，
不要政治操弄。美方想用“有罪推定”

“入侵式调查”那一套对付中国，完全
打错了算盘，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 8月 24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使
馆 24 日在使馆网站刊文《支持科学溯源，反对政
治病毒》指出，8 月下旬美国情报界要就新冠病
毒来自自然界或中国实验室泄漏发布调查报告，
无论这个报告得出什么结论，它的立论根本不成
立，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干过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
的事情。

文章指出，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
题，理应也只能由科学家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结
论。世卫组织的国际专家组两次赴华开展溯源
联合研究，发布了联合研究报告，认为新冠病毒
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类“极不可能”。这是一份权
威的、经得起科学和历史检验的报告，但它得出
的结论正在遭到质疑。

文章说，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已经成为国际
学术界和医学界的普遍共识。世卫组织专家组
来华开展溯源工作时，中方是完全公开、透明的，
满足了其全部参访要求，没有作任何限制。这么
多权威的科学家，通过这样科学的方式溯源，得
出的结论应当是科学、真实、可信的。截至目前，
已有 70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强调中国-世卫组
织联合研究报告的成果应该得到维护。

文章强调，中方对全球溯源问题的立场是
一贯的、明确的，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
源，我们反对的是政治溯源，违背世卫大会决议
的溯源，以及抛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
告的溯源。第二阶段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溯源
的基础上全面延伸，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溯源
工作，才能真正找到真相和答案。

文章说，美国自己把溯源的大门关得死死
的，却鼓噪再到中国溯源，妄图证明武汉病毒研
究所泄漏了新冠病毒。美方作为实验室问题最
多的国家，难道不应该邀请世卫组织去德特里克
堡、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溯源调查吗？难道不应
该回应国际社会对德堡相关活动不透明、不安全
的关切，解释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人工合成和改
造冠状病毒的情况以及其糟糕的安全记录？

文章最后说，病毒越顽固，人类就必须越团
结，各国就必须合作。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的
大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在推动全球疫情防控、疫
苗等方面进行合作，让合作的阳光驱散瘟疫的
阴霾！

中国驻美国使馆在发表该文的按语中说，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媒体散布新冠病毒“中
国实验室泄漏论”，对中国搞“有罪推定”，使馆
近期撰写文章，旨在向一些美国媒体投稿阐述
中方有关立场，澄清事实，但均遭拒绝。你可以
无凭无据指责别人，却不给别人辩护的机会，这
难道就是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致函世卫组织

中方提出对美国德堡基地、北卡大学开展调查
中国驻美使馆：

美国情报界所谓新冠溯源报告
无论什么结论都不成立

旗帜鲜明地反对“溯源政治化”
新华社记者

七国集团领导人 24 日召开视频会议
讨论阿富汗局势。会后不久，美国总统
拜登宣布，美方正努力争取在 8 月 31 日
前完成撤离行动，全然不顾英法等国对
延长这一期限的要求。除了撤离时间问
题，在阿富汗难民问题上，美国也与盟友
们分歧巨大。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危机让七国集
团“很受伤”。虽然这次会议七国依然共同
发声，但其内部裂痕却越来越深，盟友们对
美国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

撤离时间谈不拢
撤离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会

后发表的声明说，七国集团对阿富汗局势
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确
保阿富汗人和在阿外国人的安全，防止出
现人道主义危机。当务之急是确保七国公
民以及过去20年来与七国合作的阿富汗人
安全撤离。

据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
克龙会前都要求美国延长单边做出的 8月
31 日完全撤离的决定，以确保所有外国公
民和曾支持北约行动的阿富汗人撤离。但
他们并没有等来期待的答复。拜登24日在
白宫发表讲话时说，美国的目标是在 8 月
31日前完成从阿富汗撤离的行动。

拜登今年 4 月宣布，驻阿美军 5 月 1 日
开始撤离，9 月 11 日前完全撤出。7 月他
又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 8
月 31 日结束。8 月 15 日，阿富汗塔利班进
入并控制喀布尔，宣布“阿富汗的战争已
经结束”。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此次会
议在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刻召
开，英国等其他盟友因美方缺乏与其在撤
军时间和策略上的协商而倍感挫折。

德国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诺贝
特·勒特根说，阿富汗行动的失败恐将对德
美关系产生广泛后果，这是“道德和政治上
的失败”。他认为，美国没有与盟友共同进
退，美国本至少可以在撤离行动上与盟友
合作，美国单方面设定的 8 月 31 日前完成

撤军的目标不合理，导致了阿富汗危机。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日前接受法国《星

期日报》采访时说，法国已要求美国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确保侨民和生命受威胁的阿
富汗人的撤离工作能够完成。他认为美国
在撤离问题上和盟国的协调应更加有效。

难民问题矛盾大
美国不仅在撤离期限上一意孤行，让

欧洲盟友们心灰意冷，还在难民问题上与
欧洲国家存在巨大分歧。不少欧洲媒体指
出，美国推卸责任的做法让盟友难以接受。

意大利《防卫报》网站刊文说，在拜登
的表态中，只有那些为美国工作且无犯罪
记录的阿富汗人可以入境美国，这意味着
美方接收难民的数量将十分有限，绝大部
分人员将由欧洲国家接收入境。美方的行
为在阿富汗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欧美良好的
盟友关系面前不可接受。

2015年，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
利比亚等战乱地区的数以百万计民众涌入
欧洲国家，引发欧洲“难民危机”。如今，阿
富汗危机造成的大量难民外溢让欧洲国家
再次忧心忡忡。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
座研究员埃菲·佩达柳指出，这一次，阿富
汗难民很快又将成为欧洲的问题，欧洲又
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

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委员保罗·
真蒂洛尼敦促有关各方尽快拿出方案应对
阿富汗难民问题。他说，在难民议题上不
能再找任何借口，必须尽快找到多数国家
同意的解决方案。

欧洲谋求自主
阿富汗危机加剧了欧洲盟友对美国的

不信任，也引发其谋求战略自主的反思。
日本《朝日新闻》24 日的评论文章指

出，阿富汗政府垮台使欧洲各国对拜登政
府的不信任感加深。美国的长期战略和所
谓的“美国方式”遭到质疑，美欧出现不
和。此次事件给欧洲带来不小的冲击，可
能对美欧的中长期关系产生影响。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德国前驻美大使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表示，对欧洲来说，真正
的教训是“我们真的想永远完全依赖美国的
能力和决策吗？还是欧洲终于可以开始认
真考虑成为一个可靠的战略行动者？”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报道，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近日表
示，阿富汗局势和撤离的混乱局面表明，欧
洲需要发展独立于美国的、自己的军事能
力。“欧洲人没有选择，我们必须自行组织
来面对这个世界。”

（参与记者：唐霁、刘芳、张远、周啸天、
陈静） （新华社伦敦8月24日电）

新华社马尼拉 8 月 24
日电 （记者刘锴、闫洁）菲
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24日宣
布，他将在明年举行的全
国和地方选举中竞选副总
统一职。

杜特尔特在 24日晚播
放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不
少人希望他竞选副总统，
他希望在打击毒品犯罪、
刑事犯罪和反政府武装等
方面继续推动工作。

菲律宾执政党民主人
民力量党 24 日宣布，党主
席杜特尔特已同意代表该
党竞选下届副总统。该党
执行副总裁、菲律宾内阁
秘书长诺格拉莱斯在一份

声明中说，党内不少成员
支持杜特尔特竞选副总
统，以确保权力交接后现
政府的一些政策和项目能
够延续。

民主人民力量党定于
9 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商
议并敲定参加竞选的最终
提名名单。

杜特尔特现年 76 岁，
2016 年 赢 得 大 选 出 任 总
统。依据菲律宾现行宪
法，总统任期为 6 年，不得
连任。菲律宾定于明年 5
月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
以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
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
官和议员等。

新 华 社 突 尼 斯 8 月
24 日 电 （记 者黄灵）阿
尔及尔消息：阿尔及利亚
外 长 拉 马 姆 拉 24 日 宣
布，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
起断绝与摩洛哥的外交
关系。

拉 马 姆 拉 当 天 在 阿
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由于摩洛哥长期奉行
针对阿尔及利亚的“敌对
政策”，阿政府决定断绝
与摩洛哥的外交关系。

拉马姆拉表示，摩洛
哥驻联合国官员此前挑
唆阿国内少数民族与阿

中央政府的关系，使两国
关系的不睦达到顶点，对
此阿政府必须做出回应。

截至目前，摩洛哥官
方尚未就阿尔及利亚方面
宣布断交一事做出表态。

长期以来，摩洛哥与
阿尔及利亚因为西撒哈
拉问题而关系紧张，两国
陆地边界一直处于关闭
状态。今年 8 月 18 日，阿
尔及利亚总统特本曾在
安全会议上表示，由于摩
洛哥不断增加对阿尔及
利亚的“敌对行动”，阿尔
及利亚有必要重新审视
两国关系。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
东京残奥会开幕式 24日晚
举行期间，东京东南部一
座地铁站发生泼酸事件，
两人被烧伤，嫌疑人在逃。

日本警方说，当晚 9
时左右，一名男性嫌疑人
在东京都港区白金高轮站
向乘客泼洒疑似硫酸液体
后逃离。一名 22 岁的男
子脸部和肩膀受伤，情况
严重；一名 34 岁女子腿部
受轻伤。

按照地铁运营商和警
方的说法，事发时，两名受
害者在地铁站一部电梯附

近。嫌疑人朝那名男子泼
硫酸。那名女子因踩到地
上的硫酸而滑倒，也被烧
伤。受伤男子告诉路人他
看不清东西，女子说受伤
部位灼热。两人被送医治
疗，意识清醒。

共同社报道，嫌疑人身
高175厘米左右，年龄30岁
至50岁，穿黑衣，戴口罩。

事发地位于一处高档
住宅区，警方随后封锁地
铁站入口。10 余辆警车和
消防车赶到现场，一些人
员身着防护装备。地铁运
营没有受影响。

新华社阿布贾 8 月 24
日电 （记者郭骏）尼日利
亚卫生官员 24 日说，尼监
管部门已批准中国国药
集团新冠疫苗在该国紧
急使用。

尼日利亚国家初级卫
生保健发展局局长费萨
尔·舒艾卜当天在尼首都
阿布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尼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日前完成最后
评估，同意批准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
研究所生产的新冠疫苗
在该国紧急使用。这是

尼日利亚批准的首款中
国新冠疫苗。

据报道，尼日利亚于 8
月 16日启动第二轮新冠疫
苗接种。尼政府的目标是
到今年年底让 40%符合条
件的尼日利亚人完成疫苗
接种，到明年年底让70%符
合条件的尼日利亚人完成
接种。

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
心数据显示，该国 23 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 565例，累
计确诊 187588 例，累计死
亡 2276 例 ，累 计 治 愈
168818例。

尼日利亚批准
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紧急使用

东京地铁站发生泼酸事件
两人受伤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摩洛哥断交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宣布将竞选下届副总统

阿富汗危机令七国集团“内伤”不轻
新华社记者 王慧慧 许 凤

◀8月 24日，人们乘坐德国军用飞
机离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新华社发

▲8月22日，人们在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国际机场排队登上美国军用飞机
离开。 新华社发

离开喀布尔

8 月 23 日，在俄罗斯梁赞州日多瓦空降场，参加“空
降排”空降兵分队比赛首日赛程的中国参赛队队员赛后
合影。

“国际军事比赛-2021”“空降排”空降兵分队比赛当地
时间 23日在俄罗斯梁赞州日多瓦空降场开赛。来自 18个
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率先就第一阶段空降集结与急行军
课目展开比拼。中国参赛队官兵以 44分 18秒获得参加该
项目以来最好成绩，取得第一阶段比赛第一名。

新华社发（方 超摄）

“国际军事比赛-2021”“空降排”项目：

中国参赛队迎来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