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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中央司令部 27 日说，美军当天
以无人机空袭方式炸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阿富汗分支“一名策划者”。美方没有
说明这名“伊斯兰国”成员是否策划了 26
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爆炸袭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
说，美军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实施这次空
袭，“初步迹象显示，我们杀死了这一目
标。据我们所知，没有平民死伤”。

楠格哈尔省位于喀布尔以东，与巴基
斯坦接壤。

美国国防部一名不公开姓名的官员
告诉美联社，这次行动由美国总统约瑟

夫·拜登批准，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下
令。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路
透社，美军从中东地区出动一架“收割者”
无人机，袭杀“伊斯兰国”一名袭击策划
者；这名“伊斯兰国”成员当时和一名同伙
在一辆车内，据信两人都被炸死。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去年 1月在伊
拉克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
使用的也是“收割者”无人机。这种无人
机可执行集侦察、跟踪和打击为一体的行
动，在打击方面，每架可携 4 枚激光制导

“地狱火”导弹，可摧毁坦克。

“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 26日喀布尔
机场爆炸袭击。这次袭击已导致超过百
人丧生，包括大量阿富汗平民，美军 13名
士兵死亡、18名士兵受伤。

拜登 26日就这次袭击在白宫记者会
上说，他已命令美军制定行动计划，打击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
阿富汗塔利班 15日进入并控制喀布

尔，美国及其盟国紧急组织各自公民从喀
布尔机场撤离。大量曾为美军服务的阿
富汗人涌至喀布尔机场，希望美方带他们
离境，机场内外陷入混乱。

美国政府定于 8 月 31 日前完成美军

撤离阿富汗的行动，目前大约 5000 名美
军士兵仍在喀布尔机场执行撤离任务。
拜登 24日说，“美军在喀布尔机场停留的
每一天”，“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都企图
以机场为目标，袭击美国和盟国部队及平
民。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 25日提醒美国
公民不要自行前往喀布尔机场，27 日再
次发布安全警告。“在（喀布尔机场）阿贝
门、东门、北门或阿富汗新内政部大门的
美国公民应当立即离开，”美国使馆说，由
于安全威胁，“我们仍然建议美国公民不
要前往喀布尔机场”。新华社特稿

美军用无人机炸死一名“伊斯兰国”成员

美国国防部 27日说，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国际机场外 26 日发生了一起
爆炸，并非两起。

喀布尔机场外 26 日发生爆炸袭
击，导致大量阿富汗平民死亡，美军
13名士兵死亡、18名士兵受伤。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这次袭
击。

美国军方 26日说，两名自杀式袭
击者先后分别在喀布尔机场阿贝门
附近和不远处的男爵酒店引爆炸弹；
阿贝门发生爆炸后，“伊斯兰国”武装
人员开枪射击。

美军联合参谋部官员汉克·泰勒
27 日更新说法，称“我们不认为男爵
酒店或其附近发生了第二起爆炸，实
际（只有）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泰勒说，26 日下午 5 时 48 分，在
喀布尔机场阿贝门外，一名自杀式袭
击者引爆所穿炸弹背心，随后一名或
多名袭击者在这个门以北区域开
枪。他说，调查人员仍在确定事件具
体经过。

爆炸目击者阿卜杜勒·瓦基勒通
过电话告诉新华社记者，26 日下午 6
时左右，喀布尔机场一个拥挤的门
外，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人群中引爆
炸弹。

阿富汗塔利班本月 15 日进入并
控制喀布尔，美国及其盟国紧急组织

各自公民从喀布尔机场撤离。大量
曾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涌至喀布
尔机场，希望美方带他们离境，机场
内外陷入混乱。

美国政府定于 8 月 31 日前完成
从阿富汗撤军撤人的行动，目前 5000

多名美军士兵仍在喀布尔机场执行
撤离任务。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24
日说，“美军在喀布尔机场停留的每
一天”，“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都企
图以机场为目标，袭击美国和盟国部
队及平民。 据新华社电

美军更正：喀布尔机场爆炸仅一起而非两起

8月27日，一名阿富汗塔利班人员站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爆炸现场。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外26日发生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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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出了纰漏。”美军中
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在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爆炸
袭击事件后这样说。一些要求匿
名的美国官员 27日对媒体说，美
方近段时间撤离行动中的种种问
题酿成这场遇袭悲剧。

喀布尔机场一处入口 26 日
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至少
13 名美军和 79 名阿富汗人死
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认领”
这次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爆炸
发生前 12小时，美国情报部门已
经“几乎确定”机场外即将发生袭
击。

既然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情
报，国务院也已发布安全警告，为
何袭击没有被挫败而且造成如此
惨重死伤？这是调查人员要弄清
楚的问题。

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军官
员 27日告诉路透社，早在美军开
始从阿富汗大规模撤人前几周，
美国军方就向政府报批撤离人员
名单，但政府部门审批手续太慢、
一时间难以为大批阿富汗人找到
赴美前容身的“第三国”，导致撤
离进度迟缓，甚至出现喀布尔机
场一度短暂停航 6 个小时的闹
剧。

数以万计阿富汗人围在机场
附近，等待审批流程走完后才能
被放进机场，经常一等就是几
天。社交媒体上先前传出阿富汗
人把婴儿隔着铁丝网递给美军士
兵的画面。美军不得不加派人手
维持秩序，以防人潮涌进机场。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军官
员说：“（袭击）本不必发生！他们
（美军士兵）本不必死亡。”

一些共和党人抨击总统约瑟
夫·拜登对喀布尔机场爆炸袭击
负有责任，称拜登政府“放弃”巴
格拉姆空军基地，令美方失去一
处可以撤离阿富汗的机场。拜登
回应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对撤
离阿富汗“用处不大”。

目前还有大约 5000 名美国
军人和 1500 名美国公民没有撤
离阿富汗。白宫官员 27日说，今
后几天将是撤离行动“最危险的
阶段”。

美国情报部门说，“伊斯兰
国”很有可能在机场附近再次发
动袭击。美国官员说，“伊斯兰
国”武装人员在美方撤离过程中
朝美方飞机射击，虽然没有打中，
但他们今后可能使用火箭弹或自
杀式袭击者发动更多袭击。

新华社特稿

“袭击本不必发生！”
匿名美军官员猛批撤离行动

美国政府 27日说，美方不急于以任何形
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美国国务院同日
称，塔利班请美方继续向阿富汗派驻外交人
员。

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当天回答记者提
问时说：“我想说清楚：美国和我们对话过的
任何国际伙伴都不着急以任何形式承认（塔
利班政权）。”

塔利班 15 日进入并控制喀布尔，美国
及其盟国紧急组织各自公民从喀布尔机场
撤离。美军定于 8 月 31 日前完成撤离行
动。

塔利班要求所有在阿外国部队 8月 31日
前离境，承诺组建一个能得到各方接受的包
容性政府，正与阿富汗各方就组建政府协商。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20日告诉媒体记
者，美方将与其他国家商量，为承认塔利班政
权或与其合作设定“严苛条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 27 日
说，塔利班请美国政府在阿富汗“保持外交存
在”。他说，塔利班已承诺提供“安全和保
护”，但美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保证才会有所
决定。

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法新
社，塔利班希望撤军国家在 8 月 31 日完成撤
离任务后保持各自使馆开放。这些官员说，
美方内部正在讨论是否继续在阿富汗派驻外
交人员，可能会在下周初撤军完成前宣布决
定。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称不着急
承认塔利班政权

一名英国国防部发言人 28日说，英
方专门运送平民撤离的飞机已经全部飞
离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接下来会有
飞机运送英国军事人员和少量阿富汗人
撤离。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 27 日估
计，大约 800 名至 1100 名为英方工作的
阿富汗人将难以离开。

撤万余人
英国是 2001 年美国入侵阿富汗时

的重要盟友。美国先前宣布在 8月 31日
前撤离阿富汗。而阿富汗塔利班已于
15日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同时要求
所有在阿外国部队 8月 31日前离境。

据路透社报道，自塔利班攻入喀布
尔以来，英国共撤离近 1.5万名阿富汗人
和英国公民。

路透社说，部分英国驻阿军人已经
飞离阿富汗。一架载有驻阿英军的运输
机 28日抵达英格兰南部一座空军基地。

英国军队总参谋长尼克·卡特 28日
早些时候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撤离平民
的任务将在当天结束，之后，余下的英军
人员将乘坐剩余飞机离开。

路途凶险
国防大臣华莱士 27日时说，英国将

只负责将已经进入喀布尔国际机场内的
相关人员带走。

卡特说，许多为驻阿英军工作的阿
富汗人难以逃离，因为前往喀布尔机场
的路途太危险。“（军界）不少人和我一
样，我们最近一直收到阿富汗朋友发来
痛苦的短信和消息。我们此刻备受煎
熬。”

26日，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爆
炸袭击，致大量阿富汗平民死伤，美军
13 名士兵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认领”这次袭击。情报显示，接下来可
能还会发生袭击。

据美联社报道，袭击发生后，塔利班
在喀布尔机场外部署更多武装人员，并
在通向机场的路上设立更多检查站。其
中一些检查站由头戴夜视镜、坐在悍马
车上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把守。

“艰难决定”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政府 27

日分别宣布，已经结束从阿富汗撤出各
自公民及相关阿富汗人的行动。

法国、比利时政府均表示，出于安全
方面的考虑，他们被迫仓促结束撤离行
动。

意大利国防部说，意大利军机把超
过 4800名阿富汗人运出阿富汗，其中包
括 1400名儿童。意大利外交部说，这一
数字高于任何其他欧盟国家。

另外，一名英国退伍老兵创办的慈
善机构将用私人飞机从阿富汗撤离一批
猫、狗等宠物。英国政府 27日晚说将对
此提供协助，引发英国公众讨论。

英国广播公司就此向卡特提问，此
举会否分散英军精力、耽误撤出平民。
卡特说，英军会把撤人放在首位，“（带谁
走）是艰难的决定”。 新华社特稿

撇下千人
英国最后一架撤离
平民专机飞离阿富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