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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阵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演讲中说，美国必

须继续在阿富汗进行战斗，避免从阿富汗
迅速撤军所带来的“可预测和不可接受
的”结果。他表示，新战略的实行将不再
基于预设的时间，而要基于实际情况。

“我们不会事先宣布什么时候开始或结束
军事行动，也不会公布驻阿美军人数以及
作战计划等。”美国将使用外交、经济以
及军事等多种手段，推动新战略的落实。

虽然没有提及具体政策，不过，美国福
克斯新闻网引述美国一名高官的话称，特
朗普已签署政令，同意派遣 4000多名军人
到阿富汗，以支援目前现有的 8400 名军
人。另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
蒂斯在一份声明中称，他已经要求美国军
方高层为实施总统的政策做好准备，同时，
他也将要求几个北约盟友向阿增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
大洋洲所副所长王世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奥巴马政府末期在武力方面有一定
程度的弱化，而特朗普本人更崇尚硬实
力，因此未来的阿富汗战略必然以武力打
压为基础。

即便如此，“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讲

话仍显模糊，使得部分舆论感到失望。加
拿大广播公司援引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罗
恩·诺伊曼的话称，“这是一场普通的演
讲，它阐述了大概的政策，却看不到具体
的实践。”

时至今日，阿富汗战局已经持续近 16
年，但战况一如既往地激烈。美国在阿富汗
付出了巨大的金钱、生命和精力。据美国
CNBC 电视台报道，美国已经花费了 7140
亿美元，有超过两千名士兵在战争中牺牲。

诸多考量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特朗普的话

称，他本能的感觉是从阿富汗抽身，但是
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做决定“非常不同”。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感到“不同”？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站在美国政府的角
度上讲，它不愿意向外界展示出自己要放
弃阿富汗。放弃阿富汗即意味着美国的失
败，美军若撤走，很容易让塔利班钻了空
子，这会使美国的威望和其在盟友中的地
位受损。此外，阿富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
殊，被几个重要的国家和地区所环绕，如
果美国能在阿富汗保持其影响力，不管是
对中东、南亚、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可以

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从表面上来看，美国在阿富汗的巨

大投入并没有收获理想的效果，但是在阿
富汗的战场上，美国的武器装备、技术和
反恐策略得到了实践，这对美国军方来说
是有价值的。”朱永彪表示，“实际上，在
前任政府提出撤军的时候，来自军方的反
对意见很多。”

最近的研究显示，阿富汗境内潜藏着
价值约3万亿美元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
铜、金、铀和各种化石燃料。美国CNBC
电视台指出，这足以弥补战争的花费。特
朗普此前曾表示过对于阿富汗矿产资源的
兴趣，白宫正在考虑派遣一名特使前往阿
富汗探测其矿藏潜力。

曙光难现
《纽约时报》 此前曾刊文称，作出有

别于前任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战略对于特
朗普来说政治意义重大。但有评论认为，
他的此番表态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美
国《大西洋月刊》援引美国驻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特别代表劳雷尔·米勒的话称，此
前已经尝试过增加驻军、有限援助等措
施，将这些同样的手段进行重新组合，并
不能产生很大的积极效果。

朱永彪指出，美国的政策会激起塔利
班的反击，塔利班方面曾多次强调，和阿
富汗政府进行和谈的前提就是美国从阿富
汗撤军。

事实的确如此。据法国 《费加罗报》
报道，塔利班于当地时间8月22日回应美
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称，如果美国不从阿
富汗撤兵，那么这里将成为他们新的墓
地。塔利班组织还声称，对美国驻阿富汗
使馆在特朗普演讲之后遭遇火箭弹袭击一
事负责。当时，该火箭弹落在外交街区，
但并未造成伤亡。

“不过，向阿富汗增兵可以加快剿灭
伊斯兰国的速度，在反恐战场上取得一定
的优势。”朱永彪说。

王世达认为，阿富汗的国内局势受多种
因素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产生实质性好
转。这个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不可能实
现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的完全独立。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也援引政治学
家巴内特·鲁宾的话称，阿富汗的稳定和
美军的长期驻留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阿富汗距离自己的“黎明”似乎还有
很远。

题图为美国士兵在阿富汗一处美国海
军陆战队兵营内进行射击训练。新浪图片

无人机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类，无
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都给人“高大上”
的感觉，但其实无人机也有“接地气
儿”的一面。

近日沃尔玛向美国申请了一项空
中仓库专利，这是一个采取飞艇设计
的空中货仓，由无人机在货仓与用户
住处之间往返、派送快递，借此解决
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个类似于飞艇的
大型设备将在 500-1000 英尺 （150 到
305米） 的高度悬浮，上面有数个无人
机起降坞，既能自主运行也能由人类
工作人员远程操控。此前亚马逊的无
人机快递引起广泛关注，亚马逊公司
发布公告称已在美国地区完成了首次
无人机包裹快递，成功运输 7 罐防晒
霜 ， 总 计 重 量 为 4 磅 （约 合 1.81 千
克）。无人机已成为电商、快递业的

“网红”。
为了进一步解放人们双手，无人

机还解锁了“遛狗”功能。据英国
《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推出了定制款
“遛狗无人机”。“遛狗无人机”连接牵
引绳，借助全球定位系统引导宠物狗
按主人设定好的路线行走。主人只需
通过智能手机设置好路线，把指令发
送给无人机，无人机就能代替主人遛
狗，并把宠物狗安全送回家。由于机
内预装了防碰撞和高度自动调节装
置，使用者也不必担心无人机中途撞
上障碍物。不过，用无人机来解放双
手，狗主人也要付出一定代价，“遛狗

版”无人机售价为 1999 英镑 （1.72 万元人民币），算得上是
“遛狗”设备中的高配了。

除了辅助生活事务，无人机在建筑测绘方面也大显神
通。法国无人机公司推出一体化无人机空中成像和3D建模解
决方案。该方案旨在为房地产、建筑、城市规划等专业人士
提供便捷、高效、可靠和经济的高性能工具。方案配套的无
人机被编程为一个完全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起飞重量仅
500g，坚固耐用的设计及领先的材料工艺 （弹性大、耐摔）
确保安全飞行和便携性。用户可以通过无人机全自动航拍创
建3D模型、绘制新项目并在网络上进行推广。

小身材、大用途、高效率的无人机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
活，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也将“解锁”更多新功能。广阔的市
场前景和资本热捧，使无人机产业站上风口蓄势起飞。

130人
罗马尼亚边防警察21日在西部边境和黑海海域

接连查获 3 起难民非法入境或出境案，涉案难民人
数超过130人。

根据罗边防警察发布的公报，罗警察当天凌晨
在西部边境地区查获一辆载有24名非法移民的面包
车。司机是罗马尼亚人，他准备将这些在罗避难的
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非法运往匈牙利。

此外，罗边防警方当天凌晨在黑海海域巡逻时
还发现一艘可疑远洋捕鱼船只，检查发现船上载有
70名难民。该船于当天安全停靠罗东南部的曼加利
亚港口，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包括
23名儿童、12名妇女和35名成年男子。

200多名
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通告说，俄空天部队在

叙利亚最近的一次行动中摧毁了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一支车队，歼灭了200多名极端武装分子。

通告指出，俄空天部队在行动中出动轰炸机和
战斗机对“伊斯兰国”开往叙东部代尔祖尔省首府
代尔祖尔市的一支车队进行打击，除歼灭200多名极
端武装分子外，还摧毁20多辆装载有大口径武器的
汽车以及多辆坦克、装甲车。

20平方公里
黎巴嫩军方22日说，黎军在黎东北部地区清剿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的军事行动取得进展，
有望全部收复被这一极端组织占据的地区。

黎军发言人阿里·坎苏在黎国防部举行的记者会
上说，黎军又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20平方公里
土地，迄今已收复100平方公里。现阶段，“伊斯兰
国”还占据着约2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坎苏没有提
及“伊斯兰国”武装的伤亡情况。

当天早些时候，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一名黎
军士兵在东北部地区拆除一个“伊斯兰国”武装埋
设的爆炸装置时被炸身亡，另有4名士兵受伤。

4.0级
日前，据意大利地震监测部门消息，意大利南

部伊斯基亚岛发生 4.0 级地震，造成至少 1 人死亡，
25人受伤。

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发布数据显
示，21 日晚间伊斯基亚岛及附近海域发生 4.0 级地
震，震源深度约为5公里。

地震发生时，全岛均有较强震感。据伊斯基亚
岛当地媒体消息，地震导致岛上多处停电，部分建
筑物倒塌，岛上卡萨米乔拉地区一名妇女被教堂掉
落的瓦砾击中不幸身亡。目前，当地宪兵、警察、
消防及医疗人员已展开救援。鉴于眼下正值度假季
节，预计伤亡人数或将有所上升。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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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势头未减

过去一周，西班牙和芬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17日，巴
塞罗那市中心步行街发生货车撞人恐袭事件，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18日，芬兰西南部城市图尔库连续发生两起持刀
伤人事件，导致2人死亡。恐袭防不胜防、接连不断，再次拉
响了欧洲安全警报，欧洲反恐形势越发严峻和复杂。

今年以来，在欧洲各国不断加强反恐的背景下，欧洲
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头未减，恐袭甚至呈现高发态势。英
国、法国、比利时，甚至连相对平静的北欧和南欧也未能
幸免，瑞典斯德哥尔摩同样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

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前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加卢瓦
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欧洲每四至六周就会发
生一次袭击事件。“以至于相对平静一段时间后，人们
会预感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

“低成本”袭击防不胜防

历数欧洲今年以来的恐袭案件，袭击者的手段越来
越多样化，身份背景越来越具有隐蔽性，令此类事件防
不胜防。恐袭的“低成本”运作方式，正在令警方的

“防范成本”不断增高。
加卢瓦认为，即便加大对城市重要区域的安保，也

不能保证民众百分之百的安全，发动“低成本”的攻击
是“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实施恐怖战略
的一部分。对于警方而言，监控成千上万具有潜在极端

倾向的恐怖分子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欧洲反恐问题专家亚历山大·里茨曼认为，当前欧

洲恐怖主义形势复杂，袭击者既有贫困、受教育程度
低、具有犯罪前科的人员，也有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正
当职业的人员，极端化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令欧洲的决
策者在反恐应对上面临诸多压力。

欧洲刑警组织指出，袭击者常在短时间内极端化，
成为恐怖主义的共犯，而在欧洲出生或成长的背景给他
们罩了一层保护色，更加危险。

长期而艰难的挑战

当前，欧洲反恐似乎陷入越反越恐的窘境：一方
面，由于错误追随美国的干涉行动，欧洲国家成为国际
恐怖主义疯狂报复的对象。几乎所有重大袭击背后都有

“伊斯兰国”的身影。当前“伊斯兰国”生存空间遭到
极大打压，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极端分
子陆续“回流”欧洲。

不仅如此，极端组织大肆利用网络传播极端思想、
招募“志愿者”，使反恐成为欧洲长期而艰难的挑战。
另一方面，移民融入、申根区无边界自由通行、情报合
作不力等都是欧洲反恐的桎梏与难题。

反恐专家弗朗索瓦－贝尔纳德·于格指出，自“9·
11”事件后，欧洲国家在反恐方面暴露出协作不利的问
题，恐怖分子可以在欧洲国家之间跨界逃窜，但各国的
反恐信息和情报交流却不够顺畅。欧洲各国应在反恐上

加强情报合作。
里茨曼认为，打击恐怖主义，不仅需要欧洲决策者

部署更多反恐力量，共享反恐情报，还需要教育部门和
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关注青年弱势群体，促进外来移
民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既要防止互联网成为传播极端思
想的工具，又要在不同族裔之间构建信任，通过政府和
社会机构的共同努力，防范恐怖主义的滋生。

(据新华社电)

欧 洲 反 恐 面 临 长 期 挑 战
周 珺

图为巴塞罗那恐袭发生后，西班牙内政部提高
反恐预计级别。 资料图片

8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大熊猫“贝
贝”在生日庆祝活动上亮相。当日，美国国家动物园举行活动庆祝大
熊猫“贝贝”的两岁生日。“贝贝”出生于2015年8月，是在美国国
家动物园出生的第三只大熊猫。其父母是于 2000 年抵美的大熊猫

“添添”和“美香”。 新华社发 杨承霖摄

近来，美国的阿富汗新政策一直在国际社
会中议论得沸沸扬扬。早在数月前，路透社就
曾报道称，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有消息人士
透露，美国可能会向阿富汗增兵。现在，美国
政府终于给出了一个略显模糊的“答案”。北
京时间8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阿富汗和
南亚局势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
就重大国安问题发表讲话。美国的新战略会给
胶着的阿富汗局势带来变化吗？

图为遛狗的无人机图为遛狗的无人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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