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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外交部 26 日严厉谴责美军前一
天空袭叙利亚东部多处目标，敦促美国新政
府不要奉行“丛林法则”。

这是约瑟夫·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军首次发起军事行动。一些美国国会议
员批评拜登政府出兵前没有征得国会同
意，担心这样做不利于美国从中东战事中
抽身。

【【叙利亚批叙利亚批““丛林法则丛林法则”】”】

叙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叙利亚以“最
严厉的措辞”谴责美方对叙利亚、伊拉克边界
附近的代尔祖尔地区发动袭击。

声明说，这是美国新政府政策的“糟糕迹
象”，“它（拜登政府）理应遵守国际法，而不是
像上一届政府那样奉行丛林法则”。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证实，两架美
军F-15E型战机25日对叙利亚东部、伊朗支
持的民兵组织目标投下7枚导弹，摧毁民兵
组织9处设施、损坏另外两处。

美国国防部拒绝公开袭击导致人员伤亡

数字。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方面
证实，空袭导致一名民兵丧生。叙东部医疗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袭击导致至少17
人死亡。

【【俄俄、、伊斥伊斥““非法侵略非法侵略”】”】

按美国政府的说法，25 日空袭是为回
应美军和多国联军人员先前在伊拉克遇
袭。

本月15日，至少3枚火箭弹击中美军驻
伊拉克北部一处基地附近区域，1 名多国联
军承包商死亡，包括美军士兵在内，多人受
伤。美方认定袭击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
武装发动。“真主旅”坚称没有发动这次袭
击。伊朗方面一向否认关联这类事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卜扎德
26 日谴责美军空袭，认定这是对叙利亚的

“非法侵略”，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人权。
哈提卜扎德说，这一军事行动将“导致这

一地区军事冲突增多、不稳定局势加剧。”
俄罗斯政府要求美方“无条件尊重叙利

亚主权和领土完整”。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质疑拜登政府对叙利亚政策。

伊拉克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拉克方
面没有向美军提供有关这次空袭目标的信
息，强调仅与驻伊美军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方面合作。

【【美议员指美议员指““出师无名出师无名”】”】

尽管美国政府自认这场空袭表现“克
制”，不少拜登所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提出
批评。

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和克里斯·墨菲在
一份联合声明中说：“除非特殊情况，未征得
国会许可，发动进攻性军事行动违反宪法。”

在这两人看来，对于阻止迫近的威胁而
言，报复性打击“没必要”。发动这类行动之
前，政府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他非常担心
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会令我
们的国家继续走在‘无休止战争’的路上，而
不是结束它”。 新华社特稿

美国司法部26日证实，已经起诉超
过300名关联国会大厦今年初遭暴力冲
击的嫌疑人，执法人员逮捕其中至少
280人。

司法部代理副部长约翰·卡林当天
告诉媒体记者，司法部正以“从未有过
的速度和规模”推进调查，“必须追究那
些人的责任”。

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约加南达·皮
特曼前一天告诉国会议员，前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声称要炸掉国会大
厦，他担心极端分子可能在现任总统约
瑟夫·拜登在国会大厦发表讲话时行
动。“一些参与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的
民兵团体成员暴露了炸毁国会大厦、致
多人丧命的意图，而这与（拜登即将发
表）国情咨文直接相关。”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多个极右翼
团体是否预谋闯入国会大厦。一些极
右翼团体的分支机构已被检方起诉。

大批特朗普支持者1月6日突破警
察封锁，闯入国会大厦，迫使正在举行
的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认证过程中
断。这一事件导致 5 人死亡，多人受
伤。 新华社特稿

美国情报机构 26 日公开沙特阿拉伯籍
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事件调查报告，认定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批准杀害卡舒吉。美国总
统约瑟夫·拜登同一天说美方将追究“侵犯人
权”人员的责任，预告即将宣布涉及双边关系
的“重大变化”。

沙特外交部“拒绝接受”美方报告，指认
这份报告充斥不实信息。不过，沙特强调维
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美国美国““小心行事小心行事”】”】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26 日公开一
份篇幅为4页的报告，认定沙特王储“支持使
用暴力手段让身处沙特以外的持不同政见者
缄默，包括卡舒吉”。这份报告分析，“沙特王
储 2017 年以来对沙特安全和情报机构有绝
对控制权，沙特多名官员不太可能在没有获
得王储授权情况下行动”。

美国国务院在这份报告公开后不久宣
布，禁止关联卡舒吉遇害事件的76名沙特公
民入境美国。

美国财政部同一天以关联卡舒吉遇害事
件为由，制裁沙特情报总局前副局长艾哈迈
德·阿西里和沙特“快速干预部队”。这支快
速行动小队由沙特王室卫兵组成，直接受命

于沙特王储。
拜登 26 日接受美国环球电视网记者采

访时说，他前一天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时谈及“将追究那些侵犯人权的人”，美国政
府3月1日将宣布“重大变化”。

路透社以多名熟悉拜登政府的消息人士
为来源报道，美国重新评估与沙特关系之际，
正考虑暂停向沙特出售攻击性武器。

沙特是美国遏制伊朗的重要盟友。国际
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解密卡舒吉遇害报告是
首次公开向沙特王储发难，但把沙特王储“排
除”在制裁名单之外。尽管与前任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拒绝公开调查报告做法不同，拜登
仍在就人权议题向沙特施压和维持两国关系
之间“小心行事”。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美方做法
并非让美沙关系“破裂”，而是依据国家利益
和价值观“重新校准”双边关系。

【【沙特留有余地沙特留有余地】】

沙特外交部26日指认美方报告包含“未
经核实、不准确”的结论，沙方“无法接受”。

“沙特拒绝任何侵犯（国家）领导人、主权和司
法独立的行为。”

沙特先前谴责导致卡舒吉遇害的“可恶

罪行”，“强烈否认”王储关联这一事件并声明
政府已经采取必要举措确保这类悲剧不再发
生。

卡舒吉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2018
年10月2日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
事馆办理与结婚相关手续，却遭杀害。他的
遗体遭到肢解，至今未寻获。

沙特政府坚称一些情报人员寻求把卡舒
吉引渡回国时“自作主张”杀害他。其中5名
涉案人员2019年12月获判死刑，后来得到卡
舒吉家属宽恕，减刑为20年监禁。当时，情
报总局前副局长阿西里等涉事要员获释。

路透社报道，报告公开几分钟后，一些沙
特网友在社交媒体推特留言，声援王储。一
些评论员同样发声，指认美方报告“没有确凿
证据”。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拉伯半岛基
金会专注中东问题研究，通常支持沙特政
策。这一智库前负责人阿里·谢哈比认为
美方报告“单薄”，没有针对沙特王储的有
力证据。

沙特就这份报告表达愤怒的同时仍希望
维持双边关系。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沙特与
美国的伙伴关系“强劲、持久”，沙方期待维持
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2月26日电（记者徐剑梅 邓仙来）
今年1月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歧视行为和仇恨犯罪
事件数量继续上升。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26日表示，
司法部将就仇恨犯罪问题展开调查。

美国司法部民权司首席副助理部长帕梅拉·卡兰
当天发表声明说，她所在部门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
邦检察官和地方执法部门合作，“评估可能的仇恨犯
罪”，并已就调查和起诉仇恨犯罪嫌疑人展开法律培
训。

卡兰表示，当犯罪动机是基于种族、宗教、国籍、性
别、残疾或公民身份而产生的敌意时，会产生连锁反
应。她承诺，美国司法部将为打击仇恨犯罪“继续投入
一切必要的资源”，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

卡兰的声明没有直接提及亚裔或其他特定少数族
裔，但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是美司法部针对今年以来
反亚裔仇恨犯罪事件增加的直接回应。

2020年，美国亚裔人士遭遇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
罪事件频繁发生。美国非营利组织“停止仇恨亚裔美
国人与太平洋岛居民”2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3
月中旬至年底期间，该组织收到关于针对亚裔美国人
仇恨事件的第一手报告共2808起，发生地包括美国47
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今年1月以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仇恨犯
罪事件数量继续上升。一段在美国网络上广泛传播的
监控视频显示，今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名
84岁的泰国老人行走时被人推倒在地，随后死亡。美
国华裔篮球明星林书豪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
他也未能免于在球场上被称为“新冠病毒”。

美国媒体25日根据所获卫星图像信息报道，以色
列正在希蒙·佩雷斯内盖夫核研究中心开展大规模建
设活动。建设目的不为外界所知。

希蒙·佩雷斯内盖夫核研究中心位于迪莫纳市附
近。美联社报道，研究中心内有一个老旧核反应堆，自
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运转。

最先发现以色列“动工”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
国际易裂变材料小组。经分析商业卫星图像，这个小
组上周发现以色列在这处核设施做“重大新建设”。不
过，从那些图像难以看清细节。

美联社继而从美国星球实验室获取卫星22日拍
摄的图像，显现迄今最为清晰的工地现场。

卫星图像显示，在这处设施西南角外挖出了一
个足球场大小的坑，长约 150 米、宽约 60 米，附近可
见一条长约 330 米的沟渠；在设施以西大约两公里
处，有两个矩形坑，坑内堆有不少箱子，坑底疑似为
混凝土。美联社报道，这类混凝土坑底常用于掩埋
核废料。

另据星球实验室早前拍摄的图像，以色列2019年
早些时候可能已经动工，但进展缓慢。

美联社报道，希蒙·佩雷斯内盖夫核研究中心有
多个地下实验室，已运转数十年，用于对核反应堆乏
燃料棒进行再处理，以提取能够制造核武器级别的
浓缩钚。

国际社会认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就这一问
题，以色列向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执行董事达里尔·金博尔说：
“以色列政府在这一秘密核武器工厂做了什么，应该说
清楚。”

他认为，不排除以色列可能想要制造更多氚
或 钚 ，以 替 换 现 有 核 弹 头 或 延 长 这 些 核 弹 头 的
寿命。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防止核扩散研究
领域教授阿夫纳·科亨认为，以色列核反应堆可能接
近退役，以色列政府希望保持现有核能力，因而着手
更新替换。科亨先前多次发表与以色列核设施相关
的文章。

在美国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执行董事瓦莱
丽·林茜看来，以色列明确知道卫星图像发现事物的能
力，而迪莫纳反应堆又是“受到监督的明确核目标”，这
种情况下出现的核设施新动向“令人疑惑”。

新华社特稿

2月26日，一名戴口罩的顾客在美国纽约的一家餐馆内与演员乔恩·哈姆的蜡像合影。
当日，美国纽约放松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餐馆的限制，允许餐馆满座率到35%。位于

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这家餐馆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借来了5尊名人蜡像，摆放在餐厅内，让前来
用餐的顾客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新华社/美联

拜登政府首出师遭国内外批评

卡舒吉遇害报告公开卡舒吉遇害报告公开 美沙关系美沙关系““再校准再校准””

与“名人”共餐

关联暴力冲击国会

美国300余人遭指控

美国反亚裔仇恨犯罪事件上升

美司法部称将展开调查

美媒：卫星图像显示以色
列核研究中心“大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