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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战争是美国迄今投入时间最长的
战争，随着战场形势陷入僵局，不少人注意
到，美国军方不再定期向公众发布战况通报。

尽管美国军方辩称这类通报“多余”以
至“无济于事”，但观察人士对美国军方日益
捂住“内情”的风气提出质疑。

【捂住数据？】
美国政府一个监管机构1日向国会递交

报告，显示美国军方已经不再定期向公众发
布阿富汗战况通报，例如阿富汗政府与塔利
班各自控制区域及其人口数量等信息。

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最近一次发布这
类信息是今年1月，阿富汗政府控制区域及
人口数量当时显现下降趋势。就控制区域
而言，阿富汗政府控制比例下跌至国土面积
的53.8%；就控制区域内的人口而言，阿富汗
政府管辖下的人口比例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7月维持在65%左右，2018年10月则降至
63.5%。

2017年11月，时任驻阿富汗美军和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告
诉媒体记者，他认为阿富汗政府管辖下的人
口比例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数据，当时这一比
例为大约三分之二。

尼科尔森设想，如果美军能够帮助阿富
汗政府将这一比例提升到80%，阿富汗塔利
班只控制大约10%，其余10%处于双方争夺
之下，那么阿富汗政府基本就能锁定胜局。

【招致质疑】
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部队现任指挥官

斯科特·米勒本周辩称，定期向美国公众发
布阿富汗战况通报“没有多大必要”，这类数
据“对我们保护美国公民和盟友起不到什么
作用”。

按照米勒的说法，除美国军方外，其他
一些部门和机构发布类似报告，叫停阿富汗
战况通报因而属于正常。

但是，不少人对美国军方日益捂住数据

的做法不满。
美国阿富汗重建行动特别督察长约翰·

索普科上周说：“我认为这没有道理。阿富
汗民众知道哪些区域处于塔利班控制之
下。塔利班显然也知道。美国军方同样知
道。唯一不知情的人，却是为战争埋单的美
国纳税人。”

美国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恐怖袭击后发
动阿富汗战争，推翻美方认定庇护“基地”恐
怖组织及其领导人乌萨马·本·拉丹的塔利
班政权。五角大楼数据显示，过去18年，美
国为阿富汗战争累计花费7370亿美元，超过
2400名美国军人死亡。

美军大约1.4万名士兵现阶段驻扎阿富
汗，训练阿富汗士兵，协助阿方对抗塔利班，
打击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等
反政府武装。多家媒体先前报道，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打算撤出大约一半驻阿美
军。 新华社特稿

美军方叫停阿富汗战况通报

新华社洛杉矶5月1日电（记者谭晶
晶）美国航天局“洞察”号无人探测器近日
抓拍到一组最新照片，呈现出火星上日出
和日落的景象。

美国航天局下属喷气推进实验室1日
表示，这组照片是由“洞察”号机械臂上的
相机拍摄的，摄于4 月24 日和25 日，也是

“洞察”号登陆火星后的第145个火星日。
由于火星与太阳的距离远大于地球与太阳
的距离，因此火星上看到的太阳大小只有
地球上看到的约三分之二。

机械臂上的相机于火星时间早上5时
30 分左右和傍晚 6 时 30 分左右分别拍摄
了日出和日落的场景。“洞察”号甲板下的
相机还拍到了日落时分火星天空中云朵飘
浮而过的景致。

据介绍，这些图像既有原片，也有经过
色彩校正的版本。原片中更容易看到一些
细节，但色彩校正的图像让肉眼能看得更
清楚。“洞察”号的相机于3月2日和10日
进行了拍摄练习。

“洞察”号科学团队成像负责人贾斯
廷·梅基表示，拍摄火星日出日落照片是历
次火星任务的一个传统。“洞察”号的很多
主要成像任务已经完成，项目团队决定捕
捉从另一个世界看到的日出和日落的景
象。

首个发回类似照片的探测器是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发射的“海盗”探测器。1976
年8月，“海盗1号”首次记录下火星日落的
景象。此后，“海盗 2 号”、“勇气”号、“机
遇”号、“好奇”号火星车等都曾记录下火星
日出和日落的场景。

去年11月26日，“洞察”号在火星艾利
希平原成功着陆，执行人类首次探究火星

“内心深处”的任务。

新华社伦敦5月1日电（记者桂涛 张代
蕾）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1日因泄
密被解职。英国国际开发大臣彭妮·莫当
特当天接任国防大臣一职。

据英国首相府消息，首相特雷莎·梅已
要求威廉姆森 1 日晚卸去国防大臣一职。

这一决定与威廉姆森未经批准对外透露某
些信息有关。

威廉姆森于2017年11月起担任英国国
防大臣。

1日晚，英国政府任命国际开发大臣彭妮·
莫当特接替威廉姆森，担任国防大臣一职。

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5月1日说，
伊方反对美国政府打算将穆斯林兄弟会、即穆
兄会列为恐怖组织。

扎里夫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亚洲合作
对话会议期间告诉媒体记者：“无论就理论还
是实践而言，美国不处在能够将其他（实体）列
为恐怖组织的位置。”

多家媒体4月30日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
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纽约时报》报道，埃
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4月9日访问
白宫，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将穆兄
会列为恐怖组织的请求。

穆兄会1928年创建，总部设在埃及，是伊
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组织，曾经数次遭埃及当
局解散。2011年，埃及时任总统胡斯尼·穆巴
拉克下台，穆兄会组建自由和正义党，推选穆
罕默德·穆尔西参加 2012 年总统选举。穆尔
西当选总统，2013年7月遭军方解除职务；埃
及过渡政府同年 12 月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
织。

路透社报道，不清楚美方打算仅将埃及境
内的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还是将埃及境内的
穆兄会和其他国家分支全部列为恐怖组织。

根据美方规定，美国金融机构将冻结被列
为恐怖组织的实体在美国境内资产、美国境内
任何个人将被禁止向这类组织提供支持、美方
将禁止这类组织关联人员入境。

多家媒体报道，穆兄会成员估计至多有
100万人。按照穆兄会的说法，这一组织不崇
尚暴力，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暴力活
动没有任何牵连。穆兄会30日晚些时候在网
站发表声明，说将继续遵循“温和及和平的思
想”。

一些分析师推测，一旦穆兄会被美方列为
恐怖组织并遭受制裁，中东地区将出现更多不
稳定因素。

美国政府上月 8 日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列为恐怖组织，15 日正式生效。这是美国
首次把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
伊朗议会同月23日通过决议，正式将美军中
央司令部及其下辖部队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政府去年 5 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同年恢复对伊朗制裁，双方紧张局势继
而升级。美方上月宣布不再给予部分伊朗原
油进口方制裁豁免，以期全面封堵伊朗原油出
口。

伊朗沙纳通讯社5月1日报道，石油部长
比詹·纳姆达尔·赞加内说，任何利用原油作为

“武器”的国家将威胁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
克的存亡；美方不可能将伊方的原油出口“清
零”。 新华社特稿

美国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 5 月 1 日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始第六轮谈判，寻求阿
富汗和解之道。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说：
“谈判1日开始……除美方和塔利班代表，
没有其他方面代表参加，东道主卡塔尔政
府一些官员列席。”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
尔梅·哈利勒扎德率代表团与塔利班代表
谈判。路透社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西方国家外交官说，停火是谈判主要议题
之一；与哈利勒扎德工作关系密切的一名
美国官员说，预期哈利勒扎德将劝说塔利
班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话，寻求达成结束
冲突的政治方案。

哈利勒扎德先前说，阿富汗实现和解
需要具备4项条件：塔利班承诺阿富汗不会
成为向其他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跳板；外
国军队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内部对话；全面
停火。

阿富汗大支尔格会议1日继续在首都
喀布尔召开。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和平
特使奥马尔·达乌扎伊在会议上说，他欢
迎美国政府与塔利班举行新一轮谈判，但
谈判应听取阿富汗政府的声音。

大支尔格会议也称大国民会议，不定
期举行。加尼4月29日召集这次会议，为
期4天，旨在协调与阿富汗塔利班对话的
立场，部族长老、政界人士、地方和宗教
代表等大约3200人参加。

不过，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

伊等一些政界人士抵制大支尔格会议，指
认加尼利用这一平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目的是赢得今年总统选举。

阿富汗最初定于今年4月20日举行总
统选举，出于技术、安全和资金等原因而
推迟至7月20日；选举委员会今年3月宣
布，选举再次推迟至9月28日。

美国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去年10月以来
谈判多次。塔利班指认阿富汗政府是美方

“傀儡”，先前一直拒绝与它直接对话。
一支由阿富汗政府官员、阿富汗政

界、民间等方面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原定4
月中下旬在多哈与塔利班对话。由于阿富
汗政府与塔利班和卡塔尔方面对阿方代表
团组成人员和规模有分歧，对话无限期推
迟。

哈利勒扎德4月28日说，鉴于阿富汗
战争每年花费美国纳税人大约450亿美元
以及美军持续遭受人员损失，美方对谈判
进程“有点不耐烦”。

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后发
动阿富汗战争，推翻美方认定庇护“基
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阿富汗战争是美
国所投入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超过
2400名美国军人死亡。

美军大约 1.4 万名士兵现阶段驻扎阿
富汗，训练阿富汗士兵，协助阿方对抗塔
利班，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等组织。
多家媒体先前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打算撤出大约一半驻阿美军。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人注重礼节，可出
于礼节的人情往来给不少英国人增加负
担。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人平均耗费10天
年假用于“感觉被迫出席的”婚礼等人情往
来。

据英国《镜报》报道，调查结果显示，英
国人为家庭活动、婚礼、婚前单身聚会等人
情往来事务平均一年耗费大约21天，减去
公共假期和周末，人均用掉10天年假。家
庭活动是人们耗费时间最多的事务，46%
的调查对象用年假出席家庭活动，39%用
年假参加生日宴会，13%用年假出席婚礼。

除宝贵的时间，还得搭上金钱。算上
酒店住宿和交通费用，英国人这类事务的
总消费额达 3560 万英镑（约合 3.1 亿元人
民币）。如果活动举办地在国外，钱包更得

“瘦一圈”。先前调查显示，英国人参加在
国外举行的婚前单身聚会人均花费接近
1000英镑（8705元人民币）。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一整
天不喝白水的青少年更可能喝含糖饮料，从含
糖饮料中摄取的热量比其他同龄人多得多，从
而增加肥胖和罹患糖尿病风险。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分析8400
名2岁至19岁孩子2011年至2016年的健康和
营养调查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数据包括孩
子一天内饮用白水和含糖饮料的数量以及含
糖饮料所产生热量占孩子摄入总热量的比
例。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大约20%的孩子不喝
白水，人均从含糖饮料中摄入 210 卡路里热
量；每天喝白水的孩子人均从含糖饮料中摄取
112卡路里热量，大约是前者的一半。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
小儿科》月刊刊载的文章中提醒道，200卡路里
似乎不算多，但日积月累，影响不容小觑，“多
摄入3500卡路里相当于增重大约450克”。

美国政府颁布的饮食指南建议人们每天
因添加糖摄入的热量不超过总摄入热量的
10%。但研究人员发现，一整天不喝白水的孩
子更可能因饮用含糖饮料而摄入热量超标，而
喝白水关联饮用的含糖饮料较少。

这项研究没有涉及孩子每天饮用多少白
水能少喝含糖饮料，也无法确定喝白水与摄入
热量较少之间有因果关联。

美美““洞洞察察””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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