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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7日任命多个省份的省
长和警察局长等关键职位。按照路透社说
法，这是塔利班9月组建临时政府后的首
次大范围人事任命。

塔利班当天公布一份44人名单，其中
多数为最新任命的地方大员，包括喀布尔
省省长卡里·巴里亚勒和警长瓦利·贾恩·
哈姆扎。

哈姆扎的前任本月2日死于一起针对

医院的自杀式袭击。遇袭的医院是阿富汗
最大的军医院——萨达尔·穆罕默德·达乌
德·汗医院，至少 15 名塔利班成员在袭击
中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

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实施此次袭击。阿富
汗巴赫塔通讯社报道，一些目击者称看到多
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闯入事发医
院，与塔利班安全人员交火。

塔利班 8 月 15 日接管阿富汗政权以

来，“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在多地发动袭
击。10月8日，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一座
清真寺遭爆炸袭击，超过50人死亡、百余
人受伤；10月15日，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
市一座清真寺遭爆炸袭击，至少 47 人死
亡、90多人受伤；10月21日，喀布尔西北部
一座输电线塔遭爆炸袭击，导致喀布尔及
周边地区电力供应一度中断。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休斯敦11月7日电（记者徐剑梅）综合多家美国
媒体报道，截至7日，至少两名休斯敦“天文世界”音乐节踩踏
事件受伤者分别提起诉讼，指控音乐节主创者、美国当红说唱
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等人及音乐节组织方轻忽观众安全，以
致酿成至少8人死亡的踩踏惨剧。

据报道，得克萨斯州律师托马斯·亨利7日代表一名受伤观
众起诉斯科特和当晚登台演出的另一名歌手德雷克，以及负责
音乐会运营宣发的公司和提供演出场地的公司。亨利当天发表
声明指责斯科特和德雷克在踩踏事件发生后，尽管看到救护车
进入现场，却仍然继续演出。声明说，歌迷本应拥有安全环境来
享受音乐会，但“他们的夜晚充斥恐惧、伤害和死亡”。

报道说，此前，另一名在踩踏事故中受伤的观众已于6
日向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法院递交诉状，指控斯科特及其演
出公司未能以安全方式妥善策划和举办音乐会，并蓄意忽视
安全风险，在某些情形下还积极鼓励和煽动危险行为。

据报道，在休斯敦警方和消防部门宣布音乐会出现“大
规模伤亡”后，斯科特继续表演了37分钟。

斯科特6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自己在配合当局调
查，愿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帮助。他说，我的歌迷“对我
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休斯敦市长特纳6日表示，将彻底调查踩踏事件，调查
可能持续数月。据报道，调查重点除踩踏事件发生过程，还
包括音乐节的安保方案有无缺陷、是否被落实及舞台周围
区域包括安全护栏如何设置等。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
6 日晚就美国政府打算在耶路撒冷重开总领事馆作出回
应，称“没地方”。

“我的立场已向美方传达，那就是……耶路撒冷没
有地方容纳一家为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服务
的美国领事馆。”贝内特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

以色列外交部长亚伊尔·拉皮德在同一场记者会上“建
议”，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如果开在拉姆安拉，我们没意
见”。拉姆安拉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是巴勒斯坦政
府主要部门所在地。

就拉皮德的“建议”，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发言
人纳比勒·阿布·鲁代奈予以拒绝，并提醒美方“守诺”。鲁代奈告
诉路透社记者：“我方只会接受美国总领馆设在耶路撒冷，即巴
勒斯坦国的首都。那是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并承诺要做的事。”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馆多年来实质上发
挥“美国驻巴勒斯坦大使馆”的作用，为耶路撒冷、约旦河西
岸和加沙地区的美国公民及巴勒斯坦人提供领事服务，独立
于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以间核心问题。共和党人唐纳德·特
朗普任美国总统时改变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政策，于2017
年12月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2018年
5月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2019年3
月，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美驻耶路撒冷总领馆并
入迁址后的驻以大使馆。美国此举引发巴勒斯坦强烈抗议
和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今年1月上台后，表示美方继续
支持以“两国方案”为解决巴以问题的途径。以色列在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宣布整个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受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

“两国方案”主张，以1967年战争前边界为基础，巴勒斯坦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独立建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美联社说，如何处理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馆问题，成为
对拜登政府与以色列本届政府关系的另一项“考验”。

美音乐节踩踏事件

歌手和组织方被起诉

■ 新闻焦点
拜登欢呼美“基础设施周终于来了”

在民主党内部化解长达数月的分歧、
最终达成共识后，美国总统拜登6日称赞
国会通过其价值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
设计划，说这是“国家向前迈出的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步”。

拜登笑容满面地对记者说：“基础设施
周终于来了。我很高兴地说：基础设施
周。”

报道称，美众议院 6 日晚以 228 票对
206 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
让民主党议员们松了一口气，法案的通
过引发了他们的持久欢呼。13 名共和党
议员——大多是温和派——支持该法
案，6 名极左翼民主党议员反对该法案。

该法案有望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并改进宽带、水供应和其他公共基础设
施。在美国国会获批后，该法案将提交给
一位支持率下降的总统。

报道指出，美国民主党在此前的弗吉
尼亚州州长选举中落败，在新泽西州勉强
获胜。这些挫折使民主党领导人迫不及待
地想要通过有影响力的立法，展示他们知
道如何治国。民主党人可能无法承受在中
期选举前一年出现混乱的后果，因为这可
能导致共和党人重新获得国会控制权。

拜登说，选民“希望我们兑现”，这项法
案的表决“证明我们能做到”，“我们兑现了
一大件东西”。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该基础设施
建设计划都是一项历史性的投资。拜登在
白宫发表讲话时说：“这是重建美国的蓝领
蓝图。”

报道还称，拜登提到基础设施周，暗含
对其前任特朗普的抨击。在特朗普任内，
白宫几次宣布“基础设施周”已经到来，但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民主党人来说，这项基建法案在国
会获得最终批准就像是一剂肾上腺素。尽
管如此，民主党人仍遭遇挫折，不得不将另
一项规模更大的法案的投票推迟到本月晚
些时候。

在温和派议员的要求下，这项为期10
年、耗资 1.85 万亿美元的法案被搁置了。
该法案旨在促进卫生、家庭和气候变化计
划。推迟表决使拜登在一天内赢得两项法
案通过的希望宣告破灭。

但在拜登和众议院领袖的斡旋下，事
态发展在晚间取得了突破。五名温和派议
员同意支持这项法案。这是朝着众议院在
本月中旬投票表决、最终将该法案送交参
议院表决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拜登6日早上发表书面声明说：“几代
人之后，当人们回顾今天，他们就会知道这
是美国赢得21世纪经济竞争的时刻。”

报道称，拜登因基建法案的通过而欣
喜若狂，6日早上与记者们进行了半个多小
时的对话，开玩笑说他让法案过关的机会已
经多次被取消，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最终挽救
它。他说，将等到投票支持的议员们在休会
一周后返回华盛顿时再举行签字仪式。

拜登预测美国人将开始感受到基础设
施法案带来的影响，“随着我们的挖土机动
工，可能会在未来两到三个月内开始”，但
全面影响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全显现。

拜登还说，他将会访问一些将从立法
中受益的港口，因为他的政府正竭力缓解

供应链中断的情况，这些中断导致假期前
消费品价格上涨。

■ 时事资料
美基建法案万亿美元怎么花？
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已提交给美

国总统拜登，将由他签字后成为法律。
这项新法律将覆盖美国的几乎每个角

落。这是一项历史性投资，拜登将它与修
建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州际公路系统相提并
论。白宫预计，未来10年这些投资平均每
年将增加约200万个就业岗位。以下是法
案细目：

道路和桥梁
该法案将提供 1100 亿美元用于维修

美国老化的公路、桥梁和道路。白宫说，美
国共有近28万公里的公路以及4.5万座桥
梁的状况不佳。拜登政府说，近 400 亿美
元的桥梁资金是自修建国家公路系统以来
最大的一笔专用桥梁投资。

公共交通
该法案为公共交通拨款 390 亿美元，

将会扩展交通系统、改善残疾人的交通出
行、为州和地方政府购买零排放和低排放
的公交车提供资金。交通部估计，目前积
压的维修工作包括超过 2.4 万辆公交车、
5000 辆有轨电车、200 座车站以及数千英
里的轨道和电力系统。

客运和货运铁路
为了缓解全国铁路客运公司长期积压

的维护工作，该法案将提供 660 亿美元用
于改善该公司的东北走廊以及其他线路。
这将是全国铁路客运公司自 50 年前成立
以来，联邦政府对客运铁路服务投入的最
大一笔资金。

电动汽车
该法案将为电动汽车充电站拨款 75

亿美元。政府说，这对加速推广使用电动
汽车以遏制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法案还将
提供 50 亿美元用于购买电动和混合动力
校车，以减少依赖使用柴油的校车。

互联网接入
该法案为宽带接入拨款 650 亿美元，

旨在改善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和部落社
区的互联网服务。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对各
州的拨款来提供。

电网现代化
为防止近年来日益频繁的断电，该法

案将斥资650亿美元提高电网的可靠性和
复原力。它还将推动发展碳捕获技术，增
加清洁氢等更环保的电力来源。

机场
法案将投入250亿美元修缮机场的跑

道、登机口和滑行道，并且翻修航站楼。它
还将修缮老化的空中交通管制塔。

水和废水
该法案将为水和废水基础设施投资

550 亿美元。它有 150 亿美元用于更换铅
管，100 亿美元用于解决多氟烷基物质造
成的水污染问题——这些化学物质曾用于
生产特氟隆，还曾用于灭火泡沫、防水衣物
和许多其他物品。

■ 新闻分析
拜登“短暂胜利”难掩执政困境
在历经数月挫折后，拜登终于如愿以

偿，在基建方面取得胜利。
报道称，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曾为总统拜登在与众议院民主党人会面时
发表的言论而对白宫大为恼火。在州长选
举日，拜登的政党遭到重击。他的立法议
程岌岌可危，日渐萎缩的支持率跌至新低。

但随后在 5 日晚上，拜登帮助通过了
一项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
法案。一定程度上受到选举失利的刺激，
拜登亲自拟定了一份旨在达成妥协的书面
声明，并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敦促议员们投
票支持这项法案。

报道还称，在取得这项期待已久的立
法胜利数小时前，美国刚刚公布了一份乐
观的就业报告，且传出了关于一种实验性
药物可治愈新冠肺炎的令人鼓舞的消息，
就此结束了拜登就职以来最混乱的一周。
在经历了数月来众多民主党人认为在很大
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一系列打击后，拜登
6日终于获得了值得庆祝的东西。他在白
宫发表演讲，一开始就轻笑道：“终于——
基础设施周！”

报道指出，尽管白宫欢欣鼓舞，但尚不
清楚该法案的通过，以及经济发展和抗击
疫情方面的新进展能否解决自夏末以来一
直困扰拜登的问题。令人沮丧的支持率、
民主党对于其过于保守的担心、宣传自己
执政业绩时的困难、与其竞选时标榜的稳
定与能力相冲突的国内外动荡，都笼罩在
拜登短暂胜利的上方。 新华社特稿

基建法案过关拜登难获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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