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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国国公公民民客客死死也也门门
连索马里都撤侨了，美国却没订计划

未未来来战战场场上上的的新新宠宠—燃燃料料空空气气弹弹

4月2日，缅甸总统特使、
外长温纳貌伦来北京与中国
外长王毅会谈，就3月13日缅
甸军机炸死炸伤我边民事件
向中方作出正式道歉，并表示
愿就赔偿事宜同中方保持沟
通，并作出妥善安排。

据报道，3月20日16时左
右，缅甸战机投掷的炸弹残骸
部分再次落入中缅边境中国
一侧，由于只是炸弹残骸部分
的飘落，所以没有造成中国边
民的伤亡与损失。

据分析，这个落入中国境

内的航空炸弹残体，是一枚尾
部有降落伞做减速装置的航
空炸弹，且很可能是一枚燃料
空气炸弹。那么，燃料空气炸
弹是一种什么样的炸弹呢？燃
料空气炸弹也叫温压弹、窒息
弹、云爆弹等。近50年来，这种
武器受到了充分重视并得到
了迅速发展，许多国家都有装
备、研发并使用的记录，美国
是最早研制的国家。

燃料空气炸弹与常规炸
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装药
不是普通的炸药，而是高能燃
料。云爆弹投掷后在一定起爆
条件下云爆剂被抛洒开，与空
气混合并发生剧烈爆炸，这称
为云雾爆轰，能产生很强的爆
炸波和热力。据资料显示，这
类炸弹爆炸时可产生2500摄
氏度左右的高温火球，并产生
2～3兆帕的超压，主要用来大

面积毁伤目标。
由于燃料空气弹产生的

高热和冲击波无孔不入，这种
独特的杀伤效应是传统弹药
难以比拟的，特别适合于杀伤
洞穴、地下工事、建筑物等封
闭空间内的敌人。

燃料空气炸弹最初由美
国投入战场，它的最初使用并
不是作为武器，而是在越南的
热带密林里面开辟直升机起
降场或者炮兵阵地，不过很快
美国人就发现了它的威力不
止于此，如用来对付地道或者
堡垒中以及隐蔽在丛林中的
敌人，这种炸弹有着自己独特
的优势。现在越南胡志明市的
越战罪行展览馆的标志物，就
是一枚美军遗留的BLU-82燃
料空气炸弹。

BLU-82燃料空气炸弹
绰号“滚球”，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常规炸弹。该弹战斗
部装有5715公斤的GSX浆状
炸药，其发生爆炸后产生的
强大冲击波，可杀伤半径600
米内的人员，在半径 1 0 0～
270米范围内，可大量摧毁敌
方装备。据称，这种炸弹的杀
伤能力可超过20枚“飞毛腿”
导弹，国外有人因此称之为

“小型原子弹”。
这次缅甸军队之所以在

缅北地区使用这种大规模杀
伤炸弹，是因为缅北地区大
都丛林密布、地势险峻，那些
活 跃 在 丛 林 里 的 反 政 府 武
装，大都分散藏身在密林之
中，熟悉地形，以轻武器与政
府军周旋，很难被彻底清缴，
政府军若深入丛林，往往会
被动挨打。若用航空燃料空
气炸弹，就可以对目标实施
有效的打击。

胡塞武装愿意对话

红十字会获准救援

哈里王子赴澳

完成“最后任务”

据新华社专电 英国哈里王子
６日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将随
澳大利亚国防军完成为期一个月的
训练。鉴于这名英国王室第四顺位
继承人即将退役，这很可能是他１０
年军旅生涯最后一项任务。

当天早上，现年３０岁的哈里身
穿军装抵达堪培拉机场。随后换上军
礼服前往澳大利亚国家战争纪念馆，
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并参观第一
次世界大战和阿富汗战争展览。

数以百计支持者冒着小雨聚集
在战争纪念馆外，等待哈里到来。哈
里同多名支持者握手并交谈。

结束战争纪念馆之行，哈里前
往附近的澳大利亚军官学院，向澳
大利亚国防军司令、空军司令马歇
尔·马克·宾斯金报到。

接下来，哈里将在澳大利亚军
方多个部门完成任务，内容包括野
外巡逻，可能重操旧业，驾驶直升
机，他还会参加部队例行活动，如体
能训练、急救培训和拉练。训练地点
包括悉尼、达尔文和珀斯。

据新华社专电 也门胡塞武装
一名高级成员５日说，如果由沙特
阿拉伯主导的国际联合阵线停止空
袭，那么这一武装组织愿意举行和
平对话，且可由任何“不带侵略性”
的组织监督。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说，
空袭当天继续，打击也门西部和南
部两座战略港口城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言人说，
打击胡塞武装的国际联合阵线当天
准许红十字会向也门境内运送紧急
医疗用品和救援人员。援助人员和
物资预计６日抵达也门。

曾任也门总统阿卜杜拉布·曼
苏尔·哈迪顾问的胡塞武装高级成
员萨利赫·萨马德４日说：“对于对
话，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立场，我们
要求……在相互尊重和彼此承认的
基础上重启（对话）。”

萨马德说，胡塞武装没有其他
条件，只是要求停止空袭，各方“在
特定的时间坐在谈判桌前……任何
对也门人民没有侵略意图的国际和
地区组织可以进行监督”。他没有提
及希望哪些国际组织监督对话。

希腊同意偿还

ＩＭＦ债务

据新华社专电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
德说，希腊同意向IMF偿还一笔定
于本月９日到期的债务。

拉加德６日在IMF总部所在的美
国首都华盛顿与希腊财政部长亚尼
斯·瓦鲁法基斯进行“非正式会晤”
后公布这一消息。市场先前猜测，希
腊可能不会偿还这笔大约４.６亿欧元

（约合５亿美元）的分期偿还债务。如
今债务延期风险消除，将对欧元区
债权国构成积极影响，可能有助于
欧元反弹。拉加德在一份声明中说，
她与瓦鲁法基斯一致认为，“有效合
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我们注意到，
继续不确定性不符合希腊的利益”。
希腊尚未拿到IMF与欧洲联盟两轮
总计２４００亿欧元“援助大包”中最后
一笔价值７２亿欧元的救援款，缘由
是国际债权人“三驾马车”（欧盟委
员会、欧洲央行、IMF）要求先批准
希腊修改后的结构性改革方案。

特约军事观察员 孙小伟

贾迈勒·拉巴尼本想带着怀孕的妻子和两岁
半的女儿离开战火纷飞的也门，回到位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海沃德市的家中。只是，这名加油站老
板找不到离开也门的航班，无力撤离。上月３１日
晚，一枚迫击炮弹飞来，４５岁的拉巴尼当场身亡。

拉巴尼据信是首名死于也门冲突的美国公
民。一些民间团体批评美国政府没有向被困在也
门的同胞提供足够帮助。一名身在亚丁的纽约人
说：“连索马里都撤侨了！”

图为拉巴尼生前与女儿的合影。

想回，回不去

拉巴尼今年２月抵达也门
南部城市亚丁，正赶上也门国
内的暴力冲突迅速升级。

美 国 有 线 电视新 闻 网
（ＣＮＮ）５日援引他的亲戚穆罕
默德·阿拉扎尼的话报道，几周
后，拉巴尼发现情况开始变糟，
而且，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关闭
了。

阿拉扎尼说，拉巴尼告诉
其他家人，他担心，随着也门局
势恶化，他们可能无法撤离。就
在拉巴尼丧生两天前，他告诉家
人，最后的选择是设法穿越也门
与阿曼的边界，然后坐飞机去埃
及，但是，他始终没能成功。

亚丁高级官员纳伊夫·巴
克里说，过去１１天，亚丁有２００
多人死于战火。

拉巴尼的家人说，３月３１
日晚，拉巴尼从清真寺祈祷回
来的途中，一枚迫击炮弹落在
街上，他的背部被弹片击中，几
分钟后死亡。

民众很失望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
说，一些也门裔美国人受困于
冲突，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
足够帮助。这一团体的发言人
扎赫拉·比洛告诉ＣＮＮ记者，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正帮助
拉巴尼的家人和其他也门裔美
国人家庭。

“俄罗斯、中国、埃塞俄比
亚、印度……所有其他国家都
在撤离他们的公民，”比洛说，

“所以，说什么美国不可能撤离
本国公民，让人难以理解。”

现年２０岁的萨默·纳赛尔
同样难以理解。由于家族成员
多住在也门，这名土生土长的
纽约人每年要去也门好几次。
她同样于２月抵达也门，随后发
现回不去了。

纳赛尔估计，在亚丁有数
以百计像她这样的也门裔美国
人。看到其他国家纷纷撤侨，而
美国不打算撤侨，纳赛尔说：

“我们对此真的很失望，因为就
连索马里……也撤离了他们的
国民。”

暂无撤侨计划

面对批评，美国国务院重
申，美国现阶段没有从也门撤

离美国普通公民的计划。
“我们鼓励所有在也门的

美国公民前往一处安全的地点
躲避，直到他们有能力安全离
开。希望离开的美国公民应当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商业
运输渠道。”一名国务院发言人
在给ＣＮＮ的一份声明中说。

“此外，一些外国政府可能
为本国公民安排撤离，或许愿
意向其他国家的公民提供帮
助。”他说。这番话似乎暗示，被
困也门的美国人可以向其他国
家求助撤离。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当海外发生危机时，美国外交
部门采取什么行动将视危机性
质而定：一般情况下，可能只会
发布预警、求助信息等；更严重
的情况下，可能会建议美国公
民离境；如果航班、客轮等商业
运输无法使用，才会在资源允
许的情况下提供撤离援助，而
撤离援助的形式也将视危机性
质而定。

国务院另一名发言人玛
丽·哈夫４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再次强调，美国政府十年前
就警告本国公民不要去也门旅
行，“如果他们去了，美国只能
提供有限的援助，尤其是我们
的大使馆现在已经关闭”。

她还重复前几天的解释
说，鉴于当前也门局势“危险且
不可预测”，如果美国派军队撤
侨，可能把美国公民置于更危
险的境地。

建议基本无用

然而，帮助也门裔美国人的
团体认为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也门旅行警告确实发布
好几年了，但不明确的是，他们
是说‘要小心’还是‘一定不要
去’？”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
言人比洛问道。按照他的说法，
政府的所作所为让许多“相信美
国国籍应是（海外美国人）终极
保护”的民权律师难以接受。

被困也门的纳赛尔承认，
她２月来也门时，知道美国国务
院建议美国人离开也门。她因
此选择等也门学校放假后带她
的小亲戚们回美国躲避战火。
只是，沙特阿拉伯等国３月２６
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空袭
后，也门上空实际成了“禁飞
区”，纳赛尔等人没法按照国务
院的建议乘坐航班离开。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中中国国军军舰舰再再从从也也门门
撤撤出出８８３３名名中中外外公公民民

据新华社也门荷台达４月６日电 中国海军临沂舰６
日搭载着８３名中外公民安全撤离也门。

这是自今年３月２９日以来，中国政府组织的第４次
撤离也门行动。最新一批撤离人员包括２４名在也门的
中国公民、１４名中国驻也门使馆留守人员以及４５名斯
里兰卡公民。

中国驻也门大使田琦说，３月２９日和３０日，５７１名中
国公民安全、有序撤离也门后，也门安全局势进一步恶
化，留在也门的中国公民纷纷请求使馆协助其尽快撤
离。为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中国政府决定派遣海
军临沂舰再次前往荷台达执行撤侨任务，这充分体现了
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

他还说：“在目前形势下，也门政府和在也门的外交
使团难以正常工作，中国使馆留守人员也面临直接的人
身安全威胁。因此，使馆留守人员也一起撤离也门。”

此次，应斯里兰卡政府请求，临沂舰还搭载了一批
斯里兰卡公民撤离。

４月２日，中国海军临沂舰搭载巴基斯坦等１０个国
家在也门的２２５名侨民自也门亚丁港平安驶抵吉布提。
此前，中国政府在自也门撤离中国公民的行动中，也曾
协助罗马尼亚、印度、埃及等国的８名侨民平安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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