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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斯塔纳 8月 18日电（记
者周良）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7日
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签署了包括
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合作
文件。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文件的签署将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塔乌关
系改善是近年来中亚各国关系发展的
一个缩影。当前，乌兹别克斯坦正采取
措施全面改善与其他中亚国家关系，中
亚各国间合作也因此进入快车道。

乌总统伸出橄榄枝
苏联解体后，由于在领土划分、跨

界水资源分配、跨界水利设施使用、水
电站建设等问题上存在矛盾，中亚各
国之间关系发展并不顺畅。尤其是乌
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等国矛盾较为突出。

2016年年底，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
兹别克斯坦总统后，对内采取放宽外汇
管制、鼓励外国投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以推动经济发展，对外将与中亚邻国发
展关系定位为外交最优先方向。

分析人士认为，米尔济约耶夫大
力改善与中亚邻国关系主要基于三点
考虑：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是其执政后
确定的基本国策，这离不开良好的周
边环境；其次，乌能源出口通道及主要
交通运输线都要经过周边邻国，与它
们搞好关系是明智选择；再次，中亚各
国都面临严峻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毒品走私等安全威胁，需要共同应对。

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主动伸出橄
榄枝，遍访所有中亚邻国。仅 2017
年，他与中亚邻国领导人就举行了 10

多次双边与多边会谈。
根据米尔济约耶夫倡议，中亚五

国领导人今年3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举行会晤，就各国间存在的
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意全方位扩大
合作。这是近 10年中亚五国领导人
首次举行类似会晤。

整体关系得改善
米尔济约耶夫的积极之举，不仅

推动了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邻国关系
的缓和，也促进了中亚各国间整体关
系的改善。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各国都
接壤，因此边界划分问题比较突出。
中亚各国虽就此谈判多年，但进展缓
慢。

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将划定与
邻国边界作为外交重点任务。在乌方
积极推动下，中亚各国边界谈判取得
重大突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和土库曼斯坦已解决三国边界交界
点的问题，乌哈两国已经划定边界，乌
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确定
85%的边界线，乌土两国已就边界问
题恢复谈判。边界问题的逐步解决不
仅促进了各国间互信，也为民众相互
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

近年来，中亚各国在跨界水资源
使用以及水电站建设问题上的共识也
逐渐增多。以前，乌方强烈反对塔吉
克斯坦在瓦赫什河上游修建罗贡水电
站，认为这将影响下游的乌方用水。
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乌方不再反对
此事，甚至表示将为其提供必要支
持。拉赫蒙 17日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期间，两国就乌方帮助塔方修建另外
两座水电站达成协议。乌塔两国在此
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弥合。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
出，米尔济约耶夫的不懈努力解决了
中亚各国“过去20多年里累积的诸多
问题”。

务实合作显成效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各

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不仅大大
推动了各国关系改善，也促进了相互
间贸易和人员往来。

去年 3月，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市和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之间的
快速客运列车开通。去年 4月，乌兹
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恢复了两国首
都间已停运25年的直飞航线。今年2
月，乌塔两国签署协议，决定重新开放
已关闭长达 10年的两国间所有边境
口岸。3月，乌塔两国签署协议，同意
向对方民众提供30天的免签待遇。

与此同时，中亚各国间经贸和投
资活动也日益活跃。据统计，去年乌
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贸易额
比前年增长20%，达到2.4亿美元。去
年，哈萨克斯坦向中亚其他国家出口
额平均增长 30%，这是哈萨克斯坦独
立以来与中亚其他国家贸易额增长最
快的一年。

分析人士认为，中亚各国位于欧
亚大陆腹地，拥有连接欧亚大陆两端
的特殊地缘优势，且水力和油气资源
丰富。如果中亚各国能继续改善关系
并积极推动多边合作，其未来发展前
景将十分光明。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 惠
晓霜）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7日
证实，他盼望的“大阅兵”今年不搞了，
缘由是阅兵地点首都华盛顿的“一些
地方政客”敲竹杠。

有人“敲竹杠”
五角大楼发言人16日宣布，原定

今年 11月 10日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
顿市举行的阅兵取消，将“在 2019年
找机会”。

特朗普 17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连发多个帖子，证实今年不阅兵，缘
由是华盛顿地方政府企图敲竹杠。

五角大楼宣布阅兵取消前，多家
媒体披露，阅兵预计耗资 9200 万美
元，是白宫预算部门先前估算费用的
3至9倍。

“看到它（阅兵计划），那些管理差
劲的华盛顿地方政客们知道，发横财
的机会来了，”特朗普在推文中写道，

“当我们让他们就一场盛大的纪念性
阅兵开价时，他们给出一个高得荒唐
的数字，所以我取消了。”

“敲竹杠，想都别想，”他写道。
按照特朗普的想法，“明年”耗资

会“降很多”，那时“我们也许能在华盛
顿做些什么”。

华盛顿女市长缪丽尔·鲍泽自述，
她就是特朗普所说“地方政客”，给特
朗普开出的账单是 2160万美元。如

果阅兵，市政府需要分担安全保卫等
事项，联邦政府通常会报销相关费用。

华盛顿市议会由民主党人和独立
人士组成，先前对“大阅兵”表达反对
意见。

武器大荟萃
五角大楼发言人和特朗普没有证

实媒体先前报道中所述 9200万美元
阅兵估算费用。

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16日出
访时在飞机上告诉随行记者团，他“没
有收到那样的预估”“我向大家保证，
预算评估还没有出来”。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
克·马尔瓦尼今年早些时候告诉国会，

“大阅兵”费用可能在 1000万至 3000
万美元之间；他的预测可能依据美国
先前的阅兵式开销。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
BC)首先披露9200万美元这一费用估
算数字。这家媒体以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国防部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五角
大楼以及其他多个政府部门上调了阅
兵费用估算，其中国防部负担5000万
美元，国土安全部等部门负担共计
4200万美元。

这名官员披露，根据原计划，阅兵
包括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地面装备，
包括将近8辆“艾布拉姆斯”式主战坦
克及一批“布拉德利”式步兵战车、“斯

特赖克”式装甲车和M113型装甲车。
经过测算，全重将近 70吨的“艾布拉
姆斯”坦克不会压坏华盛顿城区路面。

原计划参加阅兵的装备包括喷气
式战机、运输机、直升机和退役的古董
军用飞机；受阅军人将身穿不同时期的
制服，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军。

总统说法多
虽然自己的设想又受到“杯葛”，

身为总统的特朗普再次展现自寻办法
下台阶的好口才。

特朗普17日说，今年阅兵计划取
消后，他将在另外一个日子在美国马
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参加“一场
计划好的大阅兵”，然后去法国，参加
11月 11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100周年纪念活动。

特朗普去年7月应邀观摩法国国
庆日阅兵，留下深刻印象，继而要求国
防部着手筹备，在美国搞一场“更大
的”阅兵。

阅兵原定 11月 10日举行。11月
11日是美国退伍军人日。10日阅兵
是为了致敬美国退伍老兵、纪念一战
结束百年。只是，阅兵想法在美国受
到不少人反对，费用高昂是缘由之一，
其他原因包括担心重型装备会损坏华
盛顿城区道路。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今年不搞阅
兵，“我们能买更多喷气式战机”。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 杨舒怡）阿富
汗首都喀布尔 15日、16日连续两天遭遇袭击，据
信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为。其中，16日袭击
目标是阿富汗情报机构一处培训基地，军方与武
装人员对峙7个小时。

正值外界密切关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是否
会在下周宰牲节期间停火，本周安全局势却令人
难以乐观。一些官员担忧，随着10月议会选举临
近，暴力冲突恐会增加。

袭击频繁
近年来，阿富汗军事设施和情报机构经常成

为极端组织的攻击目标。位于喀布尔的一座情报
机构培训基地 16日遭遇袭击。据喀布尔警方发
言人哈什马特·斯塔尼克扎伊介绍，武装人员藏身
附近一处未完工建筑内，使用自动步枪和火箭弹
向培训基地开火。

阿富汗特种部队随后包围这片区域，与武装
人员对峙大约 7 个小时，击毙至少两名武装人
员。路透社报道，在阿富汗执行非作战任务的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坚定支持”行动在对峙期间向阿
富汗特种部队提供顾问支持。

“伊斯兰国”16日经由发声渠道阿马克通讯
社宣称制造这起袭击。眼下不清楚阿富汗军警方
面的伤亡情况。

就在前一天、即 15日，喀布尔城西一家为高
中毕业生提供数学、化学和物理等课程培训的教
育机构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教室内当时多数是
准备考大学的学生。阿富汗公共卫生部16日说，
袭击造成 34人死亡、56人受伤。“伊斯兰国”16日
同样认领这起袭击。

能否停火
阿富汗近期袭击事件频繁，街头气氛紧张，令

人担忧下周宰牲节期间停火能否实现。
阿富汗政府上个月最先提议过节期间停火，

只是尚未正式宣布。塔利班高层14日披露，正在
考虑宰牲节期间停火几天，让民众“好好过节”，但
还没做决定。

多年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保持幕后接触，
只有过一次公开的正式面对面会谈。阿富汗总统
阿什拉夫·加尼今年2月底向塔利班抛出橄榄枝，
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件与对方和谈，让这一武装
组织作为政治党派参与执政。塔利班迄今没有正
式回应加尼的提议，但多次提出先与美国谈、再与
阿富汗政府谈的要求。

多名阿富汗塔利班消息人士上月底说，阿富
汗政府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塔利班与美国官员近
几个月在卡塔尔面谈三次，最近一次面谈释放“非
常积极的信号”，美方敦促塔利班宰牲节期间停火。

中亚各国合作进入快车道

特朗普“大阅兵”为何延期

阿富汗袭击频繁

下周能否停火

据外电 8 月 18 日报道，联合国前秘书长科
菲·安南于当天上午在瑞士去世，享年80岁。这
是 2006 年 12 月 22 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前排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安理会会议。

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