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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喀布尔3月14日电（记者史先
涛）阿富汗总统府13日确认，美国国务卿布
林肯日前致信阿富汗总统加尼，提出了一份
加快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计划。这是拜
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提出较明晰的阿富汗
政策。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加紧推进阿富汗各
方和谈，旨在尽早从阿富汗脱身，但由于阿
国内各方分歧依然较大，美方这一计划想要
成功并不容易。

美施压促和谈
据媒体披露，这份计划主要内容包

括：组建过渡政府以取代阿富汗现政
府，由各方代表分享权力，直至新宪法
达成并举行大选；成立联合委员会监督
阿富汗停火事宜；由联合国召集阿富汗
问题国际会议，以达成促进阿富汗和平
的统一方案。

这是拜登政府为推动陷入僵局的
阿内部对话而提出的新建议。去年2月
底，美国特朗普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签
署和平协议。美方承诺驻阿美军和北
约联军士兵今年5月前分阶段撤出；塔
利班则承诺不允许自身及其他组织成
员利用阿国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
全。协议还规定塔利班应从去年3月10
日开始与阿各方举行阿内部对话，讨论
永久性全面停火问题和阿未来的政治
路线图。由于塔利班和阿政府分歧巨
大，阿内部对话直到去年9月才开始在
卡塔尔多哈举行，但目前谈判陷入僵
局。

阿富汗《喀布尔时报》总编辑哈米
杜拉·阿雷菲认为，美方新建议表现出
美国急切想从阿富汗脱身，撤军威胁也
是为了逼迫阿富汗政府加速和谈。兰
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则
指出，阿富汗内部对话是美国主导促成
的，美方现在却提出让联合国出面组织
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是在试图“甩包
袱”。

阿内部难接受
加尼10 日与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

会主席阿卜杜拉、第一副总统萨利赫、
第二副总统达尼什等高官就美国新建
议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未就重大问题
达成共识。阿富汗总统府副发言人达
瓦·梅纳帕尔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确
认，总统府日前收到了布林肯给加尼的
信件，但拒绝谈论信件内容，也不愿说
明阿总统府对信件内容持何种态度。

不过，萨利赫此前对布林肯的信件
回应说，阿政府不会因该信件而改变对
于和平的立场，在宪法和人民选举权问
题上绝不会妥协。他还表示，阿富汗有
必要实现和平，但“不是任人摆布的和
平”。加尼也强调，不会为过渡政府让
路，任何权力移交都必须依照宪法经由
选举决定。

塔利班方面也对美方提议给出了
否定回答。塔利班领导人本月早些时
候会晤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
代表哈利勒扎德时表示，塔利班不会加
入过渡政府，并且反对举行国际会议解
决阿富汗问题。

朱永彪说，对阿富汗政府来说，组
建过渡政府就要和塔利班分权，这是无
法接受的；而塔利班一贯不承认阿富汗
政府，认为其是外国傀儡，自己才是合
法政权，参加过渡政府就意味着与自己
反对的对象“同流合污”，将有损自身政
治基础与合法性。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查
希尔·阿克巴里说，美方新建议在阿富
汗政治家乃至民众中引发反感，认为美
国将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人民边缘化。

前景不确定
拜登政府目前在撤军问题上持模

糊立场。布林肯日前在出席美国国会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尚未
排除5月前从阿富汗撤出全部美军的可
能。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9日则说，由

于塔利班没有满足在和平协议中做出的
承诺，因而需要重新考虑美国撤军的时
间表。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政府在军事上对
塔利班处于弱势，一直不希望美军完全撤
离；塔利班则一直将外国军队撤出作为目
标，不愿美军一直留在阿富汗。美方在撤军
问题上保持模糊，是为了对两边施压，逼迫
其接受自己的提议。朱永彪认为，从实际情
况看，美国在5月前全部撤军的可能性其实
很小。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日前
表示，如果美国寻求在多哈对话之外的替代
方案，“将注定失败”。

阿雷菲也说，阿政府虽然对美国建议不
满，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他们只能按其要求
加快与塔利班的和谈进程。但双方即使达
成和平协议，这种协议也很脆弱，很容易被
打破，引发新的冲突。

有分析人士指出，阿和谈双方未来或都
将继续坚持边打边谈的策略，实现真正和平
仍然很遥远。

遭遇反对 美阿新政前景不明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日报道，
一份由警察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主要城市反亚裔仇恨犯罪案件数
量大幅上升，增长近 150%。其中，纽约
案件数量增长最为显著，是重灾区，其次
是洛杉矶、波士顿等地。

加州州立大学贝纳迪诺分校的仇恨
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
分析了美国 16 座最大城市的仇恨犯罪
案件。报告显示，尽管仇恨犯罪在2020
年整体下降7%，针对亚裔的犯罪却增长
近150%。其中，纽约反亚裔仇恨案件从
2019年的3起增加到2020年的28起，增
加883%；洛杉矶和波士顿分别由7起增
加到15起、6起增加到14起。不过，华盛
顿特区相关案件有所减少，芝加哥地区
保持平稳。

去年3月和4月，亚裔仇恨犯罪案件
与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一起出现了第一
次高峰。“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
统计，自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已经报告
了2800多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
女性受到的攻击几乎是男性的2.5倍。

人口统计和政策研究机构创始人拉
玛克里斯南认为，针对亚裔仇恨犯罪案
件增多，要部分归因于前总统特朗普有
关“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的错误言论助
长仇恨。而且特朗普经常使用社交媒
体、集会演讲等方式发布煽动性言论，形
成某种叙事架构，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研究人员称为“特朗普效应”。此外，反
亚裔仇恨犯罪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例如
经济因素等。

本报综合消息

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众2020年日
益青睐远足、滑雪、钓鱼等户外运动，参
与人数比往年猛增数百万。受新冠疫
情影响，人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户外
运动成为受欢迎的选项，不少商家嗅到
商机。

美国户外基金会调查民众 2020 年
户外运动情况，将在近期发布一份正式
报告。美联社14日援引这份报告“抢先
版”报道，美国 2020 年远足人数比 2019
年增加 810 万，野营度假人数同比增加
790万，淡水钓鱼人数同比增加340万。

报告说，美国几乎所有年龄段、所有
收入水平的人群 2020 年户外运动量都
有所增加，远足、骑行、越野滑雪、雪鞋健
行、野营度假、高尔夫球、网球等项目参
与人数均较往年明显增多。难怪媒体调
侃，2020年美国户外“有点挤”！

犹他州一家旅行社滑雪项目负责人
理查德·霍奇斯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
越野滑雪从未像今天这样走俏，“我们每
天的业绩都像周末那样旺！我都惊呆
了，人们如今对越野滑雪的兴趣简直大
得不能再大了”。

美国越野滑雪场协会高管里斯·布
朗注意到，自行车、远足装备等产品热
销，“大量以前在室内用跑步机的人，如
今蜂拥到户外运动。这给我们全行业提
了个醒。我们猛地反应过来——等一
下，这些现象将持续下去！”

不只是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也
出现户外运动升温的现象。以高尔夫球
为例，澳大利亚实行“封城”措施以来，打
高尔夫球的人数比往年增多 15%，办理
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的人数增幅更大。

新华社特稿

美国密歇根州多名住院医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手
术室照片，其中可见医生拿着手术切除的组织和器官摆
拍。一张照片中，患者还躺在手术台上。相关医院已经
就此展开调查。

据美联社13日报道，这些照片发布于图片和视频分
享平台“照片墙”网站，发布账户的使用者自称是密歇根
州大急流城光谱卫生系统的35名妇科和产科住院医生。

其中一张照片中，一名医生左手拎着切下的纤维组
织面对镜头，身前手术台上躺着患者，手术仍在进行。

另一张照片中，医生拿着手术摘除的器官。配文写
道：“我们在手术室的另一项游戏是猜（器官）重量。”

大急流城光谱卫生系统下辖十几家医院，就此事发
表声明说，对这些医生的行为感到失望，已经关闭该账
户，正全面调查此事。

美国维护患者权益机构“全国患者倡导基金会”发
言人凯特琳·多诺万评论：“卫生保健不是游戏，而是人
命”。

“如果患者不相信医生尊重患者、把患者当人看，怎
么能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医生？”多诺万说。

新华社特稿

近年来，1 欧元卖房的消息在意大利不时见诸报
端。最近，南部劳伦扎纳小镇又有一批房产上市，不但
价格低得相当于白送，就连其他小镇都收的保证金也给
免了。

这些小镇争相1欧元卖房，到底图啥呢？
重点之一：修缮旧房

劳伦扎纳镇近日打出卖房广告，媒体描述为“1欧元
卖房”项目。镇长米歇尔·温加罗说，这些老房子大的
150平方米，小的40平方米，各种风格都有，欢迎买家咨
询。

近年，意大利尊戈利、穆索梅利等多个小镇尝试1欧
元卖房，条件之一是买家交纳保证金并在指定时间内翻
新所购房屋，否则不予退还保证金。保证金通常为2000
欧元至5000欧元。

劳伦扎纳镇则宣布，买该镇的房，连保证金都不用
交！

镇长温加罗说，希望此举吸引更多人买房，至于修
缮房屋，“我们就靠相信买家的诚信了”。不过，该镇将
派人检查房屋修缮进展，监督买家兑现承诺。

这些老房子因各种原因被旧主人抛弃，风吹雨打几
十年，亟需修缮。

劳伦扎纳镇规定，买家应在购房3个月内启动修缮
工作，3年内完成全部翻新。

买家需要先提交一份装修方案，然后才能与该镇磋
商购房事宜。

据温加罗估算，翻新房屋至少要花2万欧元，买家应
做好心理准备。

重点之二：补充人口
自20世纪初以来，劳伦扎纳镇人口不断减少，许多

居民前往德国、瑞士找工作，抛弃镇上旧宅。
该镇目前常住人口大约1700人，春夏时节人口略多

一些，不少人回镇里度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劳伦扎纳镇随处可见

窄巷和卵石路，有些路窄到居民开窗时需要像开汽车门
那样，先看清楚外面没人再缓缓开窗。

有意购房者，可以先通过图片看房，再经由电子邮
件或信函商议购房细节，但最终仍需亲自到现场才能办
完购房手续。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众多国家发布旅行限制措
施，意大利部分地区仍未解除“封城令”，因此最近数月
小镇房屋买卖恐不易成交。

不过，镇长温加罗持乐观态度。据报道，当地各项
税率较低，镇政府还进一步减免购房手续费，希望吸引
人们搬到该镇。

温加罗介绍，在购房手续中，一项公证费原本为
2000欧元，“镇政府决定降到300欧元”。

新华社特稿

美反亚裔仇恨犯罪去年上升美反亚裔仇恨犯罪去年上升150150%%

20202020年美国户外年美国户外““有点挤有点挤””

晒摘除器官手晒摘除器官手术照片术照片

美国医生受调查

频频频频11欧元卖房欧元卖房

意大利小镇图什么美国亚裔集会反对仇恨犯罪美国亚裔集会反对仇恨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