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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21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
话，阐述美国政府针对阿富汗问题的新战略。
他表示，新战略的主要目标包括摧毁“基地”组
织以及阻止塔利班势力全面控制阿富汗。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经过数月酝
酿后推出的阿富汗新战略既未涉及具体操作
步骤，也缺乏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更多是对前
任奥巴马政府时期政策的重新包装。在阿富
汗安全局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这一新战略
恐怕难以达到扭转局势的效果，美军也将不
可避免地继续深陷冲突泥潭。

新战略缺乏新意

特朗普在讲话中将他的阿富汗新战略描
绘为以政治解决为导向、视具体情况而变动
的综合性战略，其重要支柱是全面整合美国
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力量。他说，在军事努
力取得效果后的某个时刻，达成包含阿富汗
塔利班在内的政治和解将成为可能。

特朗普表示，只要看到阿富汗方面的
“决心和进展”，美国就会继续与阿富汗政
府合作。但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承诺不是
“无限度的”，美对阿的支持也不是一张
“空白支票”。

去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曾承诺要使
美国从海外冲突中抽身。对此，他在讲话中
解释说，他最初的直觉是选择从阿富汗撤
军，但经过细致研究后认为，这一举措的后
果将是“可以预计”和“不可接受”的，因
为这将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恐
怖组织制造“真空”地带。

特朗普决定不从阿富汗撤军，但也没有
明确宣布向阿富汗增兵。就在其讲话后，美
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声明说，他将与北约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及美国盟友就特朗普的
阿富汗战略进行协商。马蒂斯同时表示，美
国多个盟国已承诺向阿富汗增派军力。

据美国媒体预测，美国军方可能将向阿
富汗增兵约 4000 人。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阿富汗新战略
其实是“新瓶装旧酒”。《纽约时报》撰文
指出，新战略既未提及具体驻军数量，也未阐
明界定军事任务成功与否的标准。特朗普虽然
竭力强调其阿富汗战略的新颖之处，但事实上
其中不少方法都被奥巴马政府提过并尝试过。

缘何出台新战略

“ 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一
度超过 10 万人。在奥巴马任内，美国主导的
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于 2014 年
底结束在阿作战任务，此后主要向阿安全部
队提供培训、技术等支持。目前驻阿美军约
8400 人，北约其他国家在阿驻军约 5000 人。

近年来，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不断兴起，

塔利班势力持续扩大地盘并频繁发动袭击，
导致阿富汗军队损失惨重，国家安全局势急
剧恶化。联合国上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
半年阿富汗境内的冲突已造成 1662 名平民
死亡，超过 3500 人受伤。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早在今年
2 月就开始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内部磋商，但
由于阿富汗局势复杂，美政府内部各派势力
意见不一，特朗普迟迟拿不定主意。

今年 6 月，马蒂斯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
承认，美军目前未能在阿富汗取得成功。其
后，特朗普授权马蒂斯确定美国驻阿富汗军

队规模。本月 18 日，特朗普在总统度假地戴
维营就阿富汗战略召开高级别安全会议。

华盛顿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查尔斯·奈特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特朗普此
次推出阿富汗新战略是响应国防部的呼声，
针对塔利班势力持续压制阿富汗安全部队这
一状况做出的回应。特朗普政府认为减轻阿
富汗政府的安全压力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国际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比尔·古德
费洛告诉新华社记者，塔利班咄咄逼人的攻
势令阿富汗政府处境艰难。美国政府，尤其是
军方，对这一现状极为担忧，迫切希望做出改
变。此次美国推出阿富汗新战略的主要目的
在于防止阿富汗政府瓦解。

恐难扭转阿安全局势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曾在 5月的一
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美情报界评估阿富汗政
治和安全局势后认为，即使美军和其他北约盟
友适度加大军事援助力度，阿安全局势进一步
恶化的局面也会持续到 2018年年底。

奈特认为，阿富汗政府目前的力量“完全
不足以”抵御塔利班的攻势，美国对阿富汗的
有限增兵也“完全不足以”改变阿富汗局势。

国际政策研究中心武器与安全计划主任
威廉·哈通认为，此次增兵对阿富汗局势不会
有大的影响。特朗普新战略并不是严谨分析
后的决策，更多只是政治姿态而已。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阿富汗不断恶化的
局势，依靠军事力量疲于应对并非解决之道，
美方应将更多精力放在推动谈判解决上。

古德费洛表示，阿富汗战争已历时近 16

年，美军一度有超过 10 万兵力驻扎在阿富
汗，但这都无法击溃塔利班，因此向阿富汗再
次投入有限军力也不会带来实质性改变。他
表示，政治谈判是唯一可能停止战争的方法，
美方应将所有精力放在这一途径上。

哈通认为，向阿富汗增兵是解决问题的错
误方向，这不能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目标。他表
示，虽然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会非常艰
难，但至少成功的可能性要比沿用过去十几年
的老办法要高。(记者周而捷、陆佳飞、刘晨)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1 日电

缺乏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更多是对奥巴马政府时期政策的重新包装

特朗普阿富汗新战略难救美军出泥潭

据新华社悉尼 8 月 22 日
电(记者张小军、张博)“专业论
文代写，绝对原创”“ 6 年代写
经验，高分保证”……在澳大利
亚悉尼多所高等学府的教学楼
外墙、公共厕所隔板上，类似内
容的中文广告被大量张贴。

这些广告反映了澳大利
亚论文代写市场的疯狂现状，
也暴露出少数中国留学生在
学业上投机取巧、弄虚作假。
有关人士指出，这种短视行为
不仅会给这些学生未来的工
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学业上
的诚信缺失也会败坏中国留
学生群体的名誉。

理由冠冕堂皇

代写依赖成瘾

“找过一次代写后，便如
吸毒一般上瘾，一而再、再而
三地花钱找人代写论文或作
业。”中国留学生小李对新华
社记者说。他说，中国留学生
找代写的理由形形色色，有人
是为了“合理分配资源”，将时
间用在重要科目或准备期末
考试上；有人因为身边的同学
找人代写，而自己写论文劣势
太大，“不得不找代写”。

小李刚到澳大利亚时，写
论文、做作业以及准备考试都
非常认真。可他的室友每天大
部分时间都在玩游戏，论文快
到截稿日期时就找代写应付，
小李感觉“吃亏了”。有了第一
次代写经历后，小李便上了
瘾。每次找代写，他总会自欺
欺人地找到看似“合理”的理
由，以淡化心里的负罪感。但
小李坦承，尽管找了代写，也
没有按计划复习其他科目，时
间都花在“睡懒觉、看综艺节
目和其他娱乐上了”。

南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学
术诚信办公室主任特雷西·布
列塔尼说，论文供应商和作弊
网站总是趁国际学生来到新环
境立足未稳时给他们“提供帮
助”。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既要适
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又要做一
些他们不熟悉的作业，很容易
被代写机构蛊惑。

尽管如此，大部分留学生
仍然能够认识到代写的危害，
并且选择避而远之。新南威尔士州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
席张劲说，代写行为明显是在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我们学联坚决抵制代写行为，积极倡导大家自己完成学
业，健康留学。”

代写野蛮生长 上当忍气吞声

2014 年年底，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一家名为“写作平
台”的华人代写公司，该公司网站号称是悉尼最大的论文
代写机构，拥有上百名写手，在全澳范围内提供代写服务。

虽然这家公司立即受到查处，但论文代写公司仍在野
蛮生长，招聘写手和招徕中国留学生客户的行为丝毫没有
收敛。在搜索引擎谷歌上有关澳大利亚论文代写的检索结
果超过 100 万条。一家代写公司在网页上明码标价：本科及
格分数是每千字 150 澳元(1 澳元约合 5 . 3 元人民币)，提升
一个成绩档价格增加 50 澳元，加急费用每天 40 澳元……

小刘是悉尼一所著名大学的文学院研究生，曾是多家
代写机构的“员工”。“这些代写公司大都具有中介性质，他
们将学生需要代写的作业发送给写手并支付酬劳，一般来
说代写费的六成给写手。”

小刘 3 年来共为 4 家代写公司干过活。小刘说，写手
每千字的稿费通常是 90 澳元左右。对于写手的质量，小刘
认为并不是代写公司宣传的那样。“这些宣传是极不负责
任的，其实很多写手是在中国国内学习英语专业的学生。
国内写手报酬低，代写公司利润更大。”小刘说：“代写公司
也不对文章质量作保证。如果购买代写的学生没有达到期
待的成绩，甚至不及格，代写公司不会退钱。而学生因为担
心被告发，只能忍气吞声。”小刘已经决心不再做代写公司
的“枪手”。他说，帮助年轻学生在学业上偷奸耍滑，会让一
些学生上瘾，毁掉他们的上进心，这和贩毒的危害是一样
的，“不能挣这份害人的钱”。

代写后果严重 作假得不偿失

在澳大利亚，代写论文是严重的诚信问题，澳大利亚
大学不能容忍。但一些留学生认识不到代写的危害，甚至
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我从不用代写公司写作业，都是自己去找，这样应该
能避免文章结构的相似。而且我都是用 QQ 或微信小号找
代写，学校应该不会发现。”正在悉尼攻读会计硕士学位的
小侯说。

事实恰恰相反。
澳大利亚著名律师罗伯特·怀尔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学生如果欺骗学校，交上由“枪手”代写的作业，

可能面临一系列严厉的纪律处罚。
在“写作平台”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发现了逾 700 份

代写“约稿”。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麦考瑞大学等多
所高校据此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调查。

麦考瑞大学纪律委员会在给新华社记者的电子邮件
中说，这次调查后，仅麦考瑞大学就有 2 名学生的毕业证
被取消，36 名学生须重修相关课程。

张劲说，澳大利亚各所高校都在严查论文代写行为，
个别学生会因为找代写而被取消获得的学位，后果严重。
而且，找代写会让学生有投机取巧、走捷径的想法，给将来
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布列塔尼说，一项对澳大利亚 5 万多名大学生所做的
调查表明，有 6% 的受访学生承认曾使用过代写，其中留学
生占比很高。她希望高校在校园创造一种诚信文化，让诚
信文化融入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宣传学术诚信，澳大利亚高校联盟也制定了一系列良好行为
的规范准则。学校应该采取措施让这些观念深入学生内心。
学校必须采取有计划的措施打击代写行为。”布列塔尼说。

怀尔德认为，如果代写的广告贴到大学里，学生组织
和学生们应该与大学一道抵制，学校有权控制和管理自己
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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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柬埔寨磅士卑 8 月 21 日电(记者
毛鹏飞)8 月的柬埔寨磅士卑省骄阳似火。21
日，该省布涅县德拉别尼穆安村的农户松索
肯迎来了一支中国人带领的打井队。

虽然之前就知道中国人要来村里打井，
但是见到打井队，松索肯还是很激动，“我们
之前一直都没有干净的水。我们用水要找送
水的大车去买，一大箱水要 5 美元，而且还是
脏的”。

松索肯是 4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能否喝
上干净的水是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中国应柬
埔寨政府请求援助的乡村供水项目，就是为了
解决柬埔寨广大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
柬埔寨属热带季风气候，5 月至 10 月为

雨季，11 月至次年 4 月为旱季。旱季里，农村

老旧的水井因为打得太浅，往往不出水，如果
农户家里储存的雨水不够饮用，只能取附近水
塘里的积水或者买水。雨季来临，水是多了，但
是水塘里的水大肠杆菌严重超标，水井里抽出
来的水因为被地表水污染往往浑浊不堪。

中核集团承担实施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中
核大地(柬埔寨)地质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建昌介绍说：“柬埔寨目前在农村地区饮用水
供应较为落后，超过一半的农户通过掘井取
水，有的直接饮用未经处理来自河流、湖泊和
小溪的地表水或者雨水，水质极少达到卫生标
准。农村地区的卫生环境也令人担忧，有些疾
病与饮水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 2016
年柬埔寨全国大旱，农村的大部分水井、池塘
干枯，对农户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在此背景下，2016 年 9 月，柬埔寨农村发
展部向中国商务部援外司提出请求，希望在柬
埔寨 19 个省的农村新打深井 6423口、新建普
通池塘 550 座、新建带斜坡保护的池塘 100
座。项目分三年三期实施，本年度为项目实施
第一期，要在磅清扬、磅士卑等 6 个省打 846
口深井，建普通池塘 45座、带护坡池塘 28座。

陈建昌现在每个星期都要把有项目开工的
4个省走一遍，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奔波。他说：

“目前公司的 14台钻机同时开工，已经有 95口
井打好出水了。柬埔寨乡村的水井一般只有 20

米至 30 米深，而我们打的水井都超过 50 米，出
水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标准。”
柬埔寨农村发展部乡村供水局副局长谢

贡对新华社记者说，他对 2016 年持续了几个

月的大旱仍记忆犹新。“谢谢中国朋友为柬埔
寨人民援建的水井。柬埔寨人民太需要干净
的水了。以这个村子为例，他们之前日常用水
都很困难，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村民们能
够用上干净的水，减少因为水质问题引发的
疾病。有了健康，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状况。”

21 日，德拉别尼穆安村没有下雨，碧绿
的稻田一望无际，和蓝天相接，几头白牛在糖
棕树下悠闲散步。松索肯的家门外竖起了打
井的钻机，两边挂起了柬埔寨和中国国旗。

机器开动时，震耳欲聋的钻井声在松索
肯听来却像是美妙的音符。“我特别高兴，因
为这口水井打好了，我的孩子们就能用上免
费而且干净的水了。”松索肯说。

中国打井队来到柬埔寨村民家门口

北美百年一遇日全食提供科研良机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1 日电(记者林小

春)百年来首次横跨北美大陆的日全食 21
日上演，美国民众纷纷走出家门一睹这一
罕见天文现象。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也
是一场科研大餐。飞机、气球、卫星、国际空
间站……美国科学家动用多种手段，开展

“逐日”科研。
当月亮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中间，三者

形成一条直线，太阳完全被月亮遮挡，就
会发生日全食。全球平均每 18 个月能够
见到一次日全食，但大多出现在人烟稀少
的地区。此次日全食被形容为百年一遇，
是因为上次横跨整个美国大陆的日全食还
要追溯至 1918 年。

当天，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先迎来
日全食，美国东部时间 13时 16 分(北京时
间 22 日 1时 16 分)，太阳被月亮完全“吞
没”，持续约两分钟，天空明显变暗。在接下
来的约 90 分钟里，日全食依次掠过爱达荷
等十多个州，最终在东海岸的南卡罗来纳
州离开美国大陆。从地图看，一条约 110 公
里宽的日全食带把美国大陆斜分为两半。

如此难得的科研机会，美国航天局自然
不会错过。他们这次共资助了 11 个项目，借
机研究太阳及其对地球上层大气的影响等
课题。其中一个项目是，两架 WB-57F 高
空观测飞机从休斯敦起飞，飞到约 15 千米
的高空，以每秒 30 次的速度拍照。美国航
天局说，乘飞机高空观测日全食时间更
长，且大气干扰少，成像质量高，有望拍到
迄今最清晰的日冕图片。

日冕是太阳大气的最外层。由于太阳
亮度很高，日冕通常很难观测。但日食发
生时，月球遮住了太阳，日冕就“露”了出
来。美国航天局说，日冕区域温度达到上

百万摄氏度，而光球层等太阳下层大气的
温度却只有数千摄氏度，科学家希望最新
研究能帮助解释日冕高温的秘密。

这两架飞机还要趁着日食天色较暗期
间以红外波段观测水星，首次尝试对水星表
面各处温度变化进行成像。此外，它们还将
帮助科学家在太阳和水星轨道之间寻找小
行星，曾有理论认为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剩余
产物会在这个区域形成小行星，如能找到的
话可能改变科学家对行星形成的认识。

美国航天局还发起了日食气球项目。
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内的 55 个团队沿
着日食带在全美 50 个地点放飞高空气球，
气球飞到约 30 千米的高空，拍摄日食图像
与视频，并传回地面供在线实时观看。

除美国航天局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研究人员也不愿错过这次绝佳的
科研机会，动用卫星观测日全食期间月影
在地球上的移动。

在地面上空约 400 千米处的国际空间
站，宇航员们虽然没有机会观看日全食，但
却有 3 次机会看到日偏食。美国宇航员费
希尔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空间站上所
有人和照相机都为观看日食做好了准备。

上图：这是 8 月 21 日在美国俄勒冈
州塞勒姆拍摄的日全食过程的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下图： 8 月 21 日，人们在美国纽约

观看日食。 新华社记者李木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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