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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真正从强推“民主改
造”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美
国继续在输出美式民主的死胡
同莽撞前行，其在阿富汗遭遇的
失败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持续20年试图将西方民主
模式强加于阿富汗的努力宣告失败。”
连日来，在美国各界对阿富汗政策的
反思中，这种声音尤为响亮。当长达
20年的阿富汗战争走到尽头之际，人
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国声称要为阿
富汗植入的美式民主不过是一座空中
楼阁，美国强推“民主改造”不符合实
际，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美国政治精英曾就“民主改造”阿
富汗发出诸多“豪言壮语”，如今这些
话只会让他们自己尴尬。20年前，发
动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直
言：“我们在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

自由社会方面有战略利益”。在回应
美国国会有关是否在阿富汗进行“国
家重建”的质询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前
负责人彼得雷乌斯回答：“我们的确
是”。《华盛顿邮报》在采访大量美国外
交官、军事官员和援助人员后指出，

“华盛顿愚蠢地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
重塑阿富汗”，想要把一个美式的“民
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强加给阿富
汗。20年后，美国“民主改造”计划失
败已成定局，美领导人又堂而皇之地
以所谓“美在阿政策目标不是重建”为
自己开脱，将美国输出美式民主的虚
伪与不负责任暴露得更加彻底。

美国试图在阿富汗移植美式民
主，但其自始至终搭建的是毫无现实
根基的海市蜃楼。在政治架构方面，
美国妄图打造一个“第三世界版的华
盛顿”，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安排与阿富
汗历史文化和国情毫不相符。在社会
治理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顾问

“通过观看电视节目来学习如何在阿
富汗开展警务工作”，民政团队“通过
幻灯片演示文稿被大规模组建出来”，
在落实项目时完全不顾当地情况。在
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官员承认，能够帮
助阿富汗逐步摆脱贫困的经济政策，
如适当的价格管控和政府补贴等，从
来没有被他们考虑在内，因为这些措
施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美国广播公司
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讲，
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将阿富汗强行塞进
一个它无法适合的盒子里。

据美国媒体测算，20年来美国为
重建阿富汗拿出的资金，经通胀调整
后，甚至比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还
要多。投入如此巨大，却难以避免失
败，这一苦涩现实无疑是对美式霸权
的莫大反讽。“我们对阿富汗缺乏根本
的了解”“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国
家 的 经 验 直 接 应 用 到 另 一 个 国
家”……许多参与阿富汗“重建”的美

国官员认为，美国向阿富汗输出民主
失败，归咎于傲慢自大和自欺欺人。

历史早已反复证明，把外来模式
生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和国情截然不同
的国家，必然要遭遇水土不服，最终难
以立足。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训非常
多。然而，美国政客至今无法摆脱输
出美式民主的冲动。他们有一种自以
为是的“文明优越感”，将民主视为美
国的“专利”。他们以为打着“民主”的
旗号，就可以任意践踏国际规则，干涉
他国内政，甚至发动战争，达到维护美
国霸权的目的。正是这样的心理，让
美国一次又一次重复自己的错误。

民主没有固定模式，更不能先入
为主、越俎代庖。美国应真正从强推

“民主改造”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
美国继续在输出美式民主的死胡同莽
撞前行，其在阿富汗遭遇的失败不会
是最后一次。

（《人民日报》8月27日署名文章）

强推“民主改造”只会自食恶果
——二十年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的警示②

钟 声

8 月25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以视频会议方式举办新冠病毒溯源吹
风会，来自埃及、突尼斯、巴勒斯坦、伊
拉克等13个阿拉伯国家的28个政党
和组织领导人出席。代表们在会上踊
跃发言，原定两个小时的吹风会持续
了3个多小时。

巴勒斯坦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委
员、巴医疗卫生服务总干事乌萨迈·纳
贾尔首先发言。他谴责了美国借病毒
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的行径，强调科
学溯源的重要性。纳贾尔表示，中国
为全球抗疫合作作出重要贡献，尤其
是为欠发达国家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彰显人道主义精神。
也门—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胡拉尼

表示，美国政府将病毒溯源这一专业
任务交给情报部门，证明其目的不是
搞清楚病毒的来源，而是捏造证据、编
造谎言，为所谓“实验室泄漏论”寻找

“佐证”。胡拉尼认为，世界各国必须
齐心协力，加强合作，通过科学方式开
展病毒溯源。

也门改革集团党议会党团主席阿
布杜·拉扎克表示，也门支持中国在病
毒溯源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坚决反对
病毒溯源政治化。

“美国不关心全球抗疫，却将病毒

溯源作为攻击中国的手段，这是完全
不负责任的做法，科学溯源和调查才
是正确的方式。”叙利亚复兴党中央
领导机构成员马赫迪·达哈莱·阿拉
指出，中国是全球共同抗疫的重要贡
献者，感谢中国为叙利亚提供的抗疫
援助。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政治
局委员巴蒂斯·布鲁兹尼表示，该党始
终坚决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认为“开
展病毒溯源必须秉持科学精神”。阿
尔及利亚尊严党主席穆罕默德·达维
表示，美国以“有罪推定”的方式抹黑
中国，所谓指责毫无科学依据。

埃 及 共 产 党 政 治 局 委 员 萨 拉
赫·萨尔维表示，美国将病毒溯源政
治化的真正目的是服务自身利益，
此举违背科学精神，这种政治图谋
注定失败。

约旦共产党副总书记尼德勒·穆
迪亚表示：“病毒溯源政治化破坏全球
抗疫合作，是人为设置障碍。”

“科学抗疫、科学溯源才是正确
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世界各国
共同抗疫。”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
盟副主席叶海亚·艾哈迈德·瓦格
夫说。

（《人民日报》8月27日文章）

“开展病毒溯源必须秉持科学精神”
人民日报记者 苑基荣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外交
部军控司司长傅聪 25 日在一次媒体
吹风会上说，中方再次敦促美国停止
利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进行政治操
弄。如果美国顽固坚持“实验室泄漏
论”，就应该“率先垂范”，邀请世卫组
织去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罗来纳大
学进行调查。

8 月24 日，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
陈旭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并随函递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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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德特里克堡，国际社会和美
国民众早有严重关切。”傅聪说，中方的
非文件全面梳理了德特里克堡基地，特

别是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疑点。
傅聪举例说，该机构与北卡罗来

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合作发表的论文表
明，早在2003年他们已具备极其成熟
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相关冠
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该机构曾发
生多起生物安全事故，特别是2019年7
月美国疾控中心下令关闭其实验室，并
公布了一系列违规事项，包括系统性地
违反生物安全程序；就在该实验室被关
停后，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暴发大规模
呼吸道疾病，其中很多症状与新冠肺炎
相似，而真实病因、具体病例迄今都未
公布；2020年3月，民众在白宫请愿网
站发起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德堡基
地信息，特别是上述关停事件是否与新
冠病毒有关。美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

应，该网站已被整体下线。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生物军事化

活动最多的国家，国际社会对美国的
所有生物军事化活动都有严重关切，
这既包括美国境内的德特里克堡，也
包括美国境外的超过两百个生物实验
室。”他说。

傅聪说，在叫嚣调查其他国家的
生物实验室的同时，美国恰恰是唯一
反对建立多边生物核查机制的国家。
早在 2001 年，国际社会本已就《禁止
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
一致，正是美国以“生物领域不可核
查”为由，突然单方面退出，导致国际
社会的努力付诸东流。20年来，美国
一直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独家反对
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

“美国这么痴迷对中国的实验室
开展调查，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改变了
反对谈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
定书的立场？”傅聪说，将于下周召开
的公约系列专题会议将是一块试金
石，中方将再次呼吁重启公约核查议
定书谈判。

关于北卡大学，傅聪表示，美国一
直污蔑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的研究引
发新冠肺炎，实际上美国才是全球功
能获得性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施
方。特别是北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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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应该“率先垂范”，邀请世卫组织赴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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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沈阳市大东区教育局
公开寻找债权人公告

沈阳市大东区教育局决定对一
批因联系不到债权人而无法偿还的
债务进行清理。现将所涉债权信息
予以公告，公开寻找债权人。望相关
债权人看到公告后，携有效证件至大
东区教育局办理相关事宜。具体债
权信息见附件。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工农路

32号
联系人：李诗煦
联系电话：024-88504076

沈阳市大东区教育局
2021年8月28日

债权单位名称：辽宁永大厨业工
程有限公司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详
债务名称：食堂设备
协议签订日期：2015年7月15日

封路通告
因小灯线奚堡至黑贝段（K36+

900-K48+500）工程进行道路施工，

施工期间需半幅封闭公路。封闭时

间为：2021年8月25日至2021年9月

25 日，请过往车辆从另外半幅双向

通行。

特此通告

本溪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因营口线金山铁路道口铁路施

工需要，该铁路道口自2021年9月1

日21时起至2021年9月7日16时止，

实施全封闭。

特此通告。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大连工务段

大石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大石桥市城乡建设与公用事业中心

2021年8月27日

作废声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不慎丢失“中共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
分公司委员会党费收缴”账户（账号：
34205001040002926）转账支票 1 张，
票号：1030913005653711，收款收据1
张，票号：0484722，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不慎丢失“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
司 补 充 医 疗 保 险 ”（ 账 号 ：
34205001040003411）转账支票48张，
票 号 ： 1030913005707328～
1030913005707375，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1年8月28日

阜锦高速公路（G2512）清河门收费站至阜新北枢纽立交阜新方向K0+
500—K36+000，从2021年8月31日起至2021年9月30日止进行道路封闭维修，
届时通行阜锦高速公路阜新方向的车辆需改道绕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阜锦高速公路锦州至阜新方向车辆，在清河门收费站驶离，在平交口（T
字形）处左转进入省道S319（原S304），行驶至省道S319（原S304）与省道S217
（原S204）平交口（十字形）处左转进入省道S217（原S204），行驶至省道S217
（原S204）与阜锦高速公路阜新温泉城收费站连接线平交口（T字形）处直行，
继续走行省道S217（原S204）与阜新市玉龙路平交口（十字形）处左转后进入
玉龙路，沿玉龙路继续前行与四合大街平交口（十字形）处，之后

（1）去往朝阳承德方向的车辆左转后进入四合大街和国道G101，在王府
收费站驶入长深高速公路；

（2）去往铁岭长春方向车辆直行，继续走行玉龙路与人民大街（海同线共
线）平交口（十字形）处左转进入海同线，在长深高速公路阜新收费站连接线
平交口（T字形）处右转后驶入长深高速。

在此期间，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8月25日

关于阜锦高速公路（G2512）K0+500—
K36+000阜新方向单侧实施封闭的通告

据新华社纽约8月26日电 中国
驻纽约总领事馆发言人26日表示，美
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新冠病毒溯
源调查，本身就是反科学的，最终得出
的调查报告不可能是一份基于事实和
科学方法的科学报告，也不可能就病
毒溯源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只会对
国际溯源和全球抗疫合作造成干扰和
破坏。

美国《波士顿先驱报》8月13日发

表社论表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被政治
化，并提到病毒污名化言论以及引发
的美国排外和仇恨亚裔情绪。

总领馆发言人指出，病毒溯源是
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必须要尊重科
学，以科学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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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是一份
权威的、经得起科学和历史检验的报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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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说，正如《波士顿先驱报》
社论所提到的，科学没有改变，但政治
氛围变了。部分美国政客和媒体热衷
搞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
化，散播“实验室泄漏论”，企图推翻联
合研究报告，这种背弃科学和真理、扭
曲事实和真相的行为，是对全球科学
家和科学的不尊重。

发言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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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坚持合作抗疫，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
工具化。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
疫情的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
源头，及早阻断疫情传播。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表示

美情报机构所谓病毒溯源调查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结论

新华社曼谷8月27日电 泰国
新冠疫情管理中心27日表示，自9
月1日起放宽部分防疫限制措施，
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餐饮服务业
和经济。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副发
言人阿披莎迈27日在例行发布会
上表示，由于目前疫情形势出现逐
步缓解趋势，为减少部分营业场所
受疫情的影响，该中心同意自9月
1 日起在曼谷及28 个府放宽部分
防疫限制措施。

根据这一决定，餐厅将可对完
成两剂疫苗接种者或持病毒检测
阴性证明者开放堂食，商场、理发

店和公园等娱乐休闲场所可在遵
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重新开放。
但每日21时至次日4时的宵禁措
施仍维持不变。新冠疫情管理中
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当日新增
确 诊 病 例 18702 例 ，累 计 确 诊
1139571例；新增死亡病例273例，
累计死亡10587例。

泰国政府自7月12日起对曼
谷及 9 个府实施严格防疫封锁措
施，包括宵禁、禁止餐厅堂食和商
场营业、关闭娱乐休闲场所以及管
控跨府出行等，随后这些防疫封锁
措施的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到曼谷
及28个府。

泰国将自9月起
放宽部分防疫限制措施

8月27日，伤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阿富汗首
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外26日发生两起爆炸。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
分支宣称发动袭击。综合阿富汗卫生部门和美国军方消息，袭击致使大
量阿富汗平民和至少13名美军士兵丧生。 新华社发

喀布尔机场附近爆炸致重大伤亡

8月25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人们戴口罩逛商场。
当日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重启室内口罩令。民众无论是否接种过新冠
疫苗，进入公共室内场所须戴口罩。 新华社发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重启室内口罩令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6日电
（记者刘品然 邓仙来）美国总统
拜登 26 日说，美方将打击在阿富
汗首都喀布尔发动袭击的“伊斯兰
国”阿富汗分支，同时将继续按计
划撤离阿富汗。

喀布尔机场外26日早些时候
发生两起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目
前美方确认袭击已造成美军13人
死亡、18 人受伤。拜登当天下午
在白宫就袭击事件发表讲话说，美

方认为“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实
施了袭击，他已命令军方制订计划
打击该组织领导人、设施等。他还
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阿富汗塔利
班与袭击有关。

拜登说，美方会继续按计划进
行人员撤离行动，美军撤出后，美
方仍会设法协助美国公民和阿富
汗伙伴离境。白宫新闻秘书普萨
基当天说，美军8月31日前从阿富
汗撤出的计划没有改变。

美方将打击“伊斯兰国”
并按计划撤离阿富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