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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联合国、埃及就巴以停火紧急斡旋

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
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
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
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佩洛西此行犯下背信弃义、
践踏法治、破坏和平、干涉内政、
政治操弄、以权谋私六宗罪，必将
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

背信弃义

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违反美
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
诺。1972年，美国在“上海公报”
中明确承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
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
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1979
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
承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
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
他非官方关系。1982年，美国在

“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美利
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
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台”政策。上述三个公报是中美
关系的政治基础。

近年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不断虚
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以“切香肠”方式挑
战中方底线、红线。美国国会频频发表涉
台错误言论，提出并审议通过多部涉台消
极议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不改变上届政
府犯下的严重错误，反而进一步拉拢盟友，
拉帮结伙打“台湾牌”，在国际上散布“台湾
地位未定”论，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只能有
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作为美国政府的组
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的一个中
国政策，不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官方
往来。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仅
次于副总统的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
其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赴台活动，都具有
高度政治敏感性，都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
的重大政治挑衅，都是对美方政治承诺的
背弃。

践踏法治

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这一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
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971年 10月，第 26届联大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
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
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
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
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一决
议不仅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
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
权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只
有一个，而没有两个，不存在“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二
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目前，全世界
有 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佩洛西口口声声说，此访与美国以
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中美联合公报、

“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导的长期政策并不冲
突，并以此作为窜访台湾的借口。事实上，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对台六项保
证”也罢，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单方面
炮制出来的，本质上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
驾于国际法和国际义务之上，是对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无视和践踏。

破坏和平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是台湾当
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
意搞“以台制华”。佩洛西窜台是美纵容支
持“台独”分裂势力的最新例证，严重破坏
台海和平和地区稳定，美国应该也必须为
此负全部责任。

日前，多国官方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
窜台导致台海局势升级，是蓄意的政治军
事挑衅和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恶劣行
径，坚决支持中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
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佩洛西窜台
的挑衅行径也遭到美国内很多有识之士的

反对和批评。他们纷纷公开表
示，佩洛西此行哗众取宠，极其危
险又不负责任。台湾岛内民调显
示，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此次
访问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

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
定的定海神针。历史和实践反复
证明，当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充分
认可和认真遵循时，台海就会保
持风平浪静，两岸就能实现和平
发展；而当一个中国原则受到肆
意挑战，甚至遭到破坏时，台海就
会阴云密布，甚至出现狂风暴
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
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坚
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

逆和平发展历史大势而动
者，无论是谁，都必将被钉在历史
耻辱柱上。

干涉内政

佩洛西窜台期间利用各种场
合大放厥词，在民主人权、香港、
西藏、新疆、宗教等问题上对中国
污蔑抹黑，体现了她一贯的反华
立场。

多年来，佩洛西一直把反华
仇华当作政治营生，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1991年，佩洛西在访华
期间以支持所谓民主为名寻衅滋
事、哗众取宠；2008年，佩洛西在
西藏问题上煽风点火，还敦促时
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抵制北京夏季
奥运会；2019年，佩洛西在华盛
顿接见窜访的反中乱港分子，将
香港暴力游行称为“美丽风景
线”；2019年，佩洛西会见“疆独”

头目热比娅；2021年，佩洛西故技重施，呼
吁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而在台湾
问题上，近些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所
谓“友台”法案，背后都有佩洛西的“黑手”。

佩洛西对于美国国内千疮百孔的问题
视而不见，不关心本国人民的生计福利，却
沉迷于重复那些早已被无数事实揭穿的世
纪谎言，充分暴露了其反华政客的丑恶嘴
脸。无论她以什么方式作秀，最终都将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多
美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丑陋记录。

政治操弄

佩洛西妄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威权
与民主的抉择”“美国众议员代表团此次访
台，彰显美国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但
实际上，佩洛西所作所为绝不是为了捍卫
民主，而是打着“民主”的幌子，侵犯中国主
权、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是赤裸
裸的政治操弄。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
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私利。一个国
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
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
评判。佩洛西以及一些美国政客以“自由、
民主、人权”卫道士自居，根据自身好恶评
判别国是否民主，在国际上炒作所谓“民主
对抗威权”叙事，实质是固守冷战思维、零
和博弈错误理念，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
为党同伐异、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极力维
护美西方既得制度性权力，维护以盎格
鲁－撒克逊文化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
和“白人至上主义”。

长期以来，美国将民主标签化、政治
化、武器化，推行“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
命”，造成灾难性后果。2001年以来，美国
以民主为名，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
利亚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造成几十万人
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佩洛西如今所为如出一辙，再次暴露出美
国假民主、真霸权的丑陋面目，必将受到国
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以权谋私

正如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中期选
举将至，民主党深陷颓势，佩洛西妄图借打

“台湾牌”获得“政治加分”，留下所谓政治
遗产。但这些成果均是“个人的、象征性
的、短期的”，而造成的地区安全局势紧张
等严重后果和影响则是长期的，对中美两
国关系的损害是深远的。

美国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在社
交平台推特上痛斥佩洛西，称其甘愿冒风
险去台湾只是为了帮丈夫保罗·佩洛西近
期投资芯片产业谋取利益，“美国人对这
样一个沉迷于一己私利的人感到厌倦，她
在整个国家崩溃的几十年里一直掌握着
权力”。

格林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近来，佩洛西
夫妇丑闻不断、饱受质疑。据多家美国媒
体报道，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近两年
成为了美国股市的风云人物，其投资眼光
总能走在政府政策的前头。2020年，佩洛

西夫妇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56%，而同期“股神”巴菲
特 的 投 资 回 报 率 仅 为
26%。靠着如此操作，佩
洛西一家净身家已经过
亿。窜台之前，佩洛西在
记者会上被问及其丈夫是
否利用她的职务之便炒内
幕股，佩洛西立马否认，匆
匆离场。

佩洛西的窜台表演，
是美国政治、美国外交和
美 国 信 誉 的 再 一 次 破
产，注定要被世人所唾
弃、被历史扫进垃圾堆。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新华社加沙8月5日电 以色
列国防军 5 日出动战机对巴勒斯
坦加沙地带多个目标发动空袭。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空袭造成至
少 10人死亡。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战
机当天向加沙城中部一幢内部设
有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办公室的楼
房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同时袭
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多个
军事监测点。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说，空袭造成至少 10人死亡、65人
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
哈德）在一份声明中确认其军事部
门一名指挥官在当天空袭中丧生，
并表示以色列此举是在“向巴勒斯
坦人民宣战”，该组织绝不容忍这
种“侵略行径”。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5 日表
示，以军当天对加沙发动空袭是

“先发制人”之举。在发动空袭后，
以军立即宣布以色列进入“特殊局
势”。以国防部长甘茨宣布以军将
召集2.5万名预备役人员严阵以待，
并要求距离加沙地带 80公里范围
内的以色列公民做好准备。

当天晚些时候，杰哈德宣布从
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 100
枚火箭弹。以军称 46枚火箭弹越
过边界进入以色列，其中 33 枚被

“铁穹”防御系统拦截。
本月 1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

城市杰宁逮捕杰哈德在约旦河西
岸地区的领导人巴塞姆·萨阿迪等
人，并在行动中打死一名杰哈德武
装人员，双方紧张局势升级。杰哈
德随后宣布进入警戒及备战状态，
并表示将使用“最先进的武器”攻
击以色列。

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5日电 针对近期
巴以冲突，联合国和埃及5日与冲突方进行紧
急斡旋，以结束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托尔·文内斯兰5日
发表声明说，联合国正在与冲突方进行接触，
将努力避免冲突升级，防止出现对加沙平民不

利的灾难性后果。他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的责任在于（冲突）各方。”

另据埃及媒体5日报道，一名埃及官员表
示，埃及正在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进行密
切沟通，以结束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目前，控制加沙地

带的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并没有参
与本轮冲突。以色列《国土报》5日称，哈马
斯是否参战，将决定本轮冲突是否将升级为

“战争”。
连日来，以色列在其南部地区提高警戒

水平，关闭通往加沙边境的道路。

新华社德黑兰8
月5日电 伊朗外长
阿卜杜拉希扬 5 日
说，保证伊朗从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中
获得经济利益“极其
重要”。

据报道，伊朗副
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
席谈判代表巴盖里 4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
纳与伊核协议其他相
关方代表举行会谈，
美国伊朗问题特使罗
伯特·马利通过欧盟
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
莫拉与伊方举行间接
谈判。

巴盖里 5日在维
也纳与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
国代表乌里扬诺夫再度举行会
晤。乌里扬诺夫在会晤前对媒
体表示，各方正在就最终文本形
成共识，到达终点线可能不是很
容易，但总体谈判气氛很严肃。

2015 年 7 月，伊
朗与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2018
年 5月，美国单方面
退出协议，随后重启
并新增一系列对伊
制裁措施。2019年5
月以来，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
施“可逆”。

2021 年 4 月起，
伊核协议相关方在
维也纳举行多轮会
谈，讨论美伊恢复履
约问题，美国间接参
与谈判。今年3月11

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博雷利宣布，谈判由于“外
部因素”暂停。在欧盟协调下，
伊朗和美国 6月底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就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举
行间接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新华社首尔8月5日电 韩国科
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5日发布公报说，
韩国首个月球轨道探测器“赏月”号当
天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
射，并已与地面站成功通信。

公报说，“赏月”号于首尔时间 5
日 8时 8分 48秒（北京时间 7时 8分 48
秒）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9”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约 40分钟后与
火箭正常分离，之后与地面站成功进

行首次通信。至首尔时间 14时，已确
认探测器成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对接收到的数据分析显示，“赏
月”号的太阳能电池板已展开，各设
备温度处于正常值范围，探测器正常
运转。

按计划，“赏月”号将于今年 12月
进入月球任务轨道，最终它将在月球
上空 100公里高的轨道开始执行为期
1年多的探测任务。

新华社喀布尔8月5日电 阿富
汗警方 5日证实，阿首都喀布尔当天
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 8人死亡、18
人受伤。

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立德·扎德
兰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爆炸发
生在喀布尔第六警区，爆炸装置被放
置在一辆手推车里，目标是路过的平

民。爆炸共造成 8人死亡，另有 18人
受伤。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制
造了这起爆炸事件。

近期以来，阿富汗各地爆炸事件频
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声称制造了数起以学校、清真
寺和公交车为目标的爆炸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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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加沙城一处遭空袭的地点救援。 人们在加沙城一所医院哀悼在空袭中遇难的亲人。

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多处目标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十年难踏归家路
——访约旦最大的叙利亚难民营

约旦东部有条纵贯南北荒漠的
“沙漠公路”，最北端为约旦-叙利亚
口岸。抵达口岸前 10公里，有一条
东向岔路通往扎塔里难民营——约
旦境内最大的叙利亚难民营。34岁
的叙利亚人祖阿比未曾想到，她独自
带着四个子女在此生活了近10年。

“我离开叙利亚的时候，曾以为
最多两个月就能回家，连小女儿的鞋都没带。”祖
阿比告诉记者。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为躲
避战乱，祖阿比带着孩子们于2012年来到约旦。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大
力支持反对派武装，试图推翻叙政府，导致叙利
亚局势持续动荡，无数叙利亚人陷入无尽的苦难
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1350万
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超过其战前人口半数。

为接收大量叙利亚难民，扎塔里难民营于
2012年7月底正式投入使用。10年过去了，尽管
这里与祖国只相隔 10公里，但许多叙利亚难民

仍未能踏上归家之路。
“我还没有做好回家的准备。我的家在战争

中被摧毁，什么都没有剩下。”祖阿比说。
祖阿比刚来时，难民营只有帐篷，用水都很

困难，但在这里她找到了更为珍贵的东西——安
全。“那种感觉就像有人从井里把我的孩子救了
出来。”讲起当时的经历，祖阿比热泪夺眶而出，

“那是我永远不会被抹去的记忆。”
10年来，在联合国难民署和其他国际组织

的共同帮助下，难民营的帐篷陆续替换为预制
板房，还建起了医院、学校、足球场等公共服务

设施，最多时接纳了 12万多名叙利
亚难民。

在联合国难民署约旦办公室对外
关系官员穆罕默德·塔希尔看来，这10
年间的变化并不值得庆祝，因为“叙利
亚难民问题仍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他表示，从难民营建立之初，难
民署就没有将此作为永久安置点，建

立难民营只是一种应急措施。难民们希望过上
更有尊严的生活，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我
们必须为他们找到长远发展的出路”。

难民署日前发布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难民仍希
望未来能够返回叙利亚。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目前叙
利亚仍然不安全，但回到祖国的渴望依然强烈。

约旦记者协会媒体人士、政治分析家拉瓦什
德分析说，许多叙利亚难民至今仍未回家，是因
为叙经济状况可能在未来几年难以恢复，而美国
的单边制裁是制约叙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

□新华社记者 冀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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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个月球轨道探测器成功发射

喀布尔发生爆炸事件

8月5日，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汗尤尼斯遭空袭后升起浓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