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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览·

绎9 月 1 日援引亚美尼亚国防部消息报
道袁当天阿塞拜疆武装部队使用狙击步枪等
武器攻击亚阿边界地区的亚军阵地袁导致一
名亚美尼亚士兵中弹身亡遥 亚美尼亚国防部
强烈谴责阿方此举遥 据悉袁阿塞拜疆国防部
否认了上述消息遥 宋瑶

绎由于新冠疫情持续袁美国谷歌公司再
次推迟野重返办公室上班冶政策袁允许大多数
员工继续居家办公至明年 1 月中旬遥 谷歌首
席执行官孙达尔窑皮柴 8 月 31 日在给员工
的电子邮件中说袁野重返办公室上班冶政策延
迟至 1 月 10 日遥 在那以后袁谷歌设在全球各
地的公司可野根据当地情况冶决定是否结束
自愿居家办公政策遥 皮柴承诺袁会提前 30 天
就员工重返办公室上班作出通知遥 陈丹

绎内罗毕消息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8 月
30 日宣布袁 随着阿尔及利亚的加油站今年 7
月停止供应含铅汽油袁全球已结束使用这种危
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汽油品种遥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执行主任英厄窑安诺生发表声明称袁 终结
含铅汽油使用是全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野里程
碑冶遥 停止使用含铅汽油后袁 预计每年可减少
120 多万人早逝尧避免儿童智力受损袁全球经
济因此可减少 2.45 万亿美元的损失遥 邹松

绎近日袁 罗马市主要河道台伯河上漂浮
了数百条死鱼袁此事引发当地民众尧媒体以及
环保组织的关注遥 然而袁这并不是一起野孤立
事件冶袁在紧邻罗马市区的菲乌米奇诺镇的海
岸边和码头处也发现了大量死鱼遥 当地有关
部门连日来都在不停打捞这些死鱼袁以免其流
入大海遥 据安沙社报道袁8 月 29 日袁当局从菲
乌米奇诺港口码头移走了大约 6 吨重的死鱼遥
与此同时袁卫生及检测机构已介入调查袁目前
正在分析所采集的河水和死鱼样本遥 孔歌

绎据俄罗斯卫星网 28 日报道袁 俄罗斯
应急服务部门当天表示袁收到一则匿名消息
称袁一架从莫斯科至格连吉克的国内航班上
装有炸弹遥 王西洛

绎据俄新社当地时间 8 月 27 日援引俄
罗斯中央军区新闻处消息报道袁一架未搭载
弹药的苏-24 军机在飞往维修点拟做预定
维修的途中袁 在彼尔姆市以西 95 公里处的
森林里坠毁遥 事故未造成地面设施和人员伤
亡遥 机上飞行员成功跳伞遥 俄军派遣一架搜
救直升机前往现场作业袁飞行员已被送往医
院进行检查治疗遥 王斌 宋瑶

随着德尔塔毒株引发的新一波疫
情不断蔓延袁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遥 约翰斯窑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数据显示袁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8 月 31 日
18 时袁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
过 3916.4 万例袁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63.9
万例袁两项数据均居全球首位遥 从 8 月
23 日至 29 日一周内袁 美国新增确诊病
例 108.9 万例袁死亡病例 9036 例遥 目前
日均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已超过 10 万
例遥

美国多个州袁特别是疫苗接种率较
低的几个州袁 医疗资源已供不应求遥
叶纽约时报曳报道指出袁过去两个月袁全
美住院患者激增近 500%袁 大量患者涌
入使医院不堪重负袁 病床和医护人员
短缺尧候诊时间延长等问题凸显遥 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袁 美国有 5 个
州的重症监护病床的剩余容量不到
10%袁包括亚拉巴马州尧佐治亚州尧得克

萨斯州尧佛罗里达州和阿肯色州遥 佐治
亚东北地区医疗中心总裁卡罗尔窑伯
勒尔说袁医院的病床已满袁正在走廊和
会议室增加接诊的空间袁野我们的急诊
室和紧急救护中心的患者量达疫情以
来最高冶遥

在此情形下袁美国多个州仍不要求
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袁一些媒
体和社交账号还在传播反疫苗言论遥 美
国多地举办音乐节等大型群体活动时袁
并不要求参与者戴口罩袁导致病毒加速
传播院在芝加哥音乐节上袁共有 203 人
确认感染新冠肺炎曰在西雅图野分水岭冶
音乐节上袁 直接感染者有 160 多人袁这
些人又将病毒带到 10 多个县袁 传染给
更多的人遥

近日袁 佛罗里达州疫情严重反弹袁
但州长德桑蒂斯仍坚持发布行政令袁
禁止本州学校强制学生戴口罩遥 密西
西比州的疫苗接种率位列全国倒数第

二袁 很多人受政治压力和误导性信息
影响而拒绝接种疫苗遥 纽约长岛洛克
斯特谷镇的校董会 8 月 31 日投票拒
绝执行纽约州制定的关于所有学生尧
教职员工和访客戴口罩的规定遥 众多
网民在这条新闻的推特跟帖里表达了
愤怒院野多么愚蠢的决定遥 我为所有的
学生尧教师和员工感到悲哀遥 冶美国疾
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表示袁 统计数据
等一再表明袁接种疫苗尧戴口罩尧保持
通风和社交距离等措施可以有效避免
病毒传播袁野但不幸的是袁 很多学校选
择不执行向他们推荐的这些防控措
施冶遥

媒体分析认为袁美国政府在疫情应
对上的一连串系统性失误甚至不作为袁
使美国失去减缓大流行的机会遥 福克斯
新闻网评论说袁美国政府在领导抗疫方
面表现不佳袁在是否需要佩戴口罩和疫
苗有效性等问题上袁政府给民众的信息

野混乱和飘忽不定冶遥 叶科学美国人曳杂志
刊文指出袁美国抗疫失误包括院政客主
导信息发布袁让专家难以发声曰检测缓
慢且有缺陷曰追踪尧隔离等措施力度不
足曰让戴不戴口罩沦为政治话题曰放任
疫情加剧结构性种族歧视下的经济和
医疗不平等遥

疫情持续恶化给美国经济复苏蒙
上阴影遥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袁由于消
费受到影响袁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可
能不及预期遥 高盛集团近日已将美国第
三 季 度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从 9% 下 调 至
5.5%袁将 2021 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从 6.4%调低至 6.2%遥

在疫情压力下袁 美国国内种族冲
突尧贫富分化尧政治极化等矛盾愈演愈
烈袁种种社会伤痛难以被化解遥 法新社
报道说袁美国雇主本来就对少数族裔存
在就业歧视袁受疫情影响袁少数族裔的
就业不平等问题更加凸显遥 李志伟

美国抗疫乱象加剧疫情危机

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凌晨袁阿
富汗首都喀布尔响起密集枪声袁塔
利班武装人员朝天鸣枪袁庆祝最后
一批美军撤离遥 与此同时袁一支塔
利班特种部队完全接管喀布尔国
际机场遥

西方媒体报道中袁塔利班人员
通常包头巾袁穿长袍袁持 AK47 突
击步枪遥这支特种部队却是全副美
式装备院戴头盔尧护目镜甚至夜视
仪袁穿迷彩服尧防弹背心袁脚踏作战
靴袁 配备 M4 卡宾枪和轻机枪袁乘
坐野悍马冶军车巡逻要要要所有装备
缴获自美国援助的阿富汗政府军遥

这支特种部队名为 野巴德里
313冶袁取自伊斯兰典籍中记载的一
场著名战斗遥一些专家估计袁野巴德
里 313冶部队有数千人遥 英国叶每日
邮报曳解读袁塔利班对外展示这支
特种部队袁旨在显示他们不再是由
山区农民组成的非正规武装袁而是
拥有现代化的军事实力遥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袁野巴德里
313冶部队在塔利班控制全国大部分
地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遥 塔利班
进入喀布尔后袁野巴德里 313冶部队在
街头巡逻袁守卫总统府等重要建筑袁
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外围维持秩序遥

野巴德里 313冶部队还是塔利
班在社交网络上打宣传战尧心理战
的野主角冶袁其成员在视频和照片中
充当野模特冶遥 8 月中旬袁塔利班发
布一张照片袁野巴德里 313冶士兵模
仿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攻克硫磺
岛时竖起美国国旗的著名照片袁竖
起塔利班旗帜袁羞辱美国遥

塔利班还有一支特种部队袁名
为野红色部队冶袁其成员系红色束发
带袁是攻城略地的主力遥 这些特种
部队有别于塔利班普通武装力量袁
是塔利班军事领导层直接控制的
精锐部队遥 胡若愚

8 月 31 日袁 塔利班人员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街头的检查点
检查过往行人遥 哈梅杜拉摄

接管喀布尔机场的塔利班
特种部队什么来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