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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5日电（记者
郑一晗）美国白宫 4日发表声明说，美
方正密切关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情
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警告叙利亚
政府不要对伊德利卜省发起“鲁莽的”
军事行动，否则可能造成“人间悲剧”。

分析人士指出，叙利亚政府军与
反政府武装在伊德利卜省的“最后一
战”一触即发。围绕这场牵动叙利亚
全局的关键战事，美国、俄罗斯等大国
的博弈加剧。

大战在即
叙利亚政府军从 8月下旬开始在

伊德利卜省周边密集部署兵力，准备
发动总攻。连日来，叙军方对该省的
武装组织据点发动了猛烈炮击。

据俄罗斯国防部介绍，近几日伊
德利卜省局势紧张。有消息称，在当
地活动的反对派武装正准备导演一场
针对平民的假化武攻击，并以此嫁祸
叙政府。

美国智库苏凡集团认为，伊德利
卜之战难以避免，因为各方目前已无
退路，叙反对派也找不到别的栖身之
所。由于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
等势力的介入，这场战争将极端危险，
可能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

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在
军事上优势明显，在盟友俄罗斯和伊
朗力挺下，一旦开打有望全面收复伊
德利卜。

伊德利卜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占
据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叙政府收复
此地后可打通连接南北的通道，巩固
总统巴沙尔的执政地位，并加快叙利
亚政治进程，尽早开启国家重建。

尽管收复形势乐观，但也存在不

少难题。首先，在伊德利卜活动的武
装派别复杂，其中包括态度强硬的极
端组织；其次，伊德利卜有约 300万平
民，大规模武装冲突势必造成严重人
道主义灾难，给叙政府的收复行动带
来压力；再次，美国接连发出警告，令
叙政府面临军事打击的威胁。

美国威胁
白宫4日的声明说，如果叙利亚政

府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及其盟国将“迅
速而恰当地”作出回应。

除口头警告外，美国等西方国家
还采取了威慑性的行动。据俄罗斯外
交部透露，美国海军向东地中海派遣
了 2 艘驱逐舰，另有约 70 架美国、英
国、法国战机在靠近叙西部的基地
集结。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
高级研究员欧汉龙指出，美国的威胁
情绪化且缺乏针对性，鉴于美国在叙
利亚的一贯表现以及特朗普多次表态
想从叙利亚“抽身”，这一威胁应该不
会被各方严肃对待。

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波洛克认为，除非认定叙政府
大规模使用化武，否则美不太可能再
次军事打击叙利亚。另外，鉴于俄罗
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美国为避免
与俄发生直接冲突也不太可能作出过
于强硬的回应。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学会中东问题
专家库克认为，目前来看，叙政府越来
越掌控大局和战事主动权，叙内战的
结果已经注定；美国则越来越暴露出
其无能力介入叙利亚问题。

俄方强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数日前警告

说，俄方知道西方准备阻碍伊德利卜
的反恐行动，奉劝西方不要“玩火”。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4日表
示，当前伊德利卜省部分地区已成为
恐怖分子的巢穴，他们时常攻击叙政
府军，俄军驻叙基地也受到威胁。罔
顾这种情形而就人道主义问题随便发
出警告，是片面的做法。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俄空天军3架
战机 4日对伊德利卜省和其南部相邻
地区的反对派武装目标实施了约20次
空袭。此外，俄海军与空天军1日开始
在地中海东部某水域进行演习。俄海
军总司令科罗廖夫说，这是苏联解体
以来，俄军机和舰艇首次在地中海联
合演习。

虽然俄副外长博格丹诺夫称此次
军演与叙局势无关，但俄军指挥机构
消息灵通人士对俄媒表示，此次军演
就是为了回应逼近的西方军队，俄军
在东地中海和叙基地驻扎可发挥“遏
制”作用。

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
美方的施压对叙政府推进军事行动没
有太大影响。随着战事继续深入，美
俄博弈恐将加剧，但鉴于俄对当地局
势的深度介入，美国能采取的行动相
对有限。

除美俄以外，土耳其也是影响叙
利亚局势的重要因素。土对伊德利卜
多个反对派武装有着重要影响，考虑
到伊德利卜之战或将导致难民涌向土
境内，所以土政府一直试图推迟此
战。而俄一方面希望叙政府军获胜，
一方面又不希望伤害俄土关系。未来
土耳其和俄罗斯如何协调利益也将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伊德利卜的局势。

美俄博弈叙利亚“最后一战”

新华社东京9月5日电（记者 王
可佳 姜俏梅）今年第21号台风“飞燕”
4日强势袭击日本，对以关西地区为中
心的日本大范围地区造成严重影响。

“25年来最强台风”
据日媒报道，截至记者发稿，“飞

燕”已造成大阪府、爱知县等多地共11
人死亡、600余人受伤。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5日上午通
报称，截至当地时间 5日 9时，关西电
力及中部电力公司管区内仍有至少
120万户停电。台风对交通造成的影
响也在持续。

在“飞燕”未登陆之前，日本气象
厅就提醒民众，这将是近 25年来登陆
日本的最强台风，预计将造成狂风、暴
雨、巨浪等影响。4日“飞燕”先后在德
岛县和神户市登陆日本，造成西日本
普降大雨，多地遭遇强风、巨浪袭击。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京都西本愿
寺部分“国宝”级建筑倒塌、受损。

不少当地媒体和个人拍摄的视频
和照片显示，巨浪袭击沿岸地区，海
水倒灌导致汽车电池短路，近百辆车
起火；大阪市内的摩天轮被狂风吹
转；树木折断、货车侧翻、广告牌被
刮落……

数千人滞留机场
作为日本关西地区重要交通枢

纽，关西国际机场受到严重影响。跑
道及航站楼4日遭海水倒灌，机场被迫
关闭。

受台风影响，一艘长 89米的油轮
4日撞上关西国际机场联络大桥，大桥
一侧路面断裂、受损，导致机场与外界
的唯一道路交通运输通路中断。约
3000 名旅客和 2000 名工作人员被迫
滞留机场一夜。

在确保通行安全后，关西国际机
场 5日上午起陆续以水陆两种方式运
输滞留人员。

日本媒体报道，关西国际机场5日
继续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重开时间
未定。

中国驻大阪、名古屋总领馆提醒
中国公民关注台风预警，根据机场关
闭等情况及时调整行程。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官方微博
“领事之声”5日上午发文，显示有 700
余名中国游客滞留大阪关西国际机
场。由于连接机场的桥梁受损，中国
驻大阪总领馆工作人员无法进入机
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方有关部
门及航空公司联络，做好中国游客安

置和转运工作。据了解，机场已开始
免费将滞留游客转送至附近的神户
空港。

“没想到影响这么严重”
很多日本人惊呼，没想到这次台

风造成的影响竟这么严重。
“飞燕”5日离开日本继续北上，在

俄罗斯远东地区萨哈林州附近减弱为
温带气旋。

不过，即使转为温带气旋，“飞燕”
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日本气象厅预
计，5日至 6日北海道地区仍可能出现
大雨、狂风和巨浪，提醒人们多加留
意、注意安全。

在日本的小伙伴们，给家里报个
平安啊！

“国宝”倒塌机场桥断

日本受“25年来最强台风”重创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郑昊宁）美国
官员4日说，预计与印度本周晚些时候的“2＋2”
会议将取得“成果”。媒体推断，两国官员可能讨
论军事通信系统、卫星数据共享、军售等议题。

只是，一些官员和分析师提醒，这一会议今
年两次推迟，显现双方分歧而且恐怕难以在短
期内化解，主要涉及印度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
进口伊朗石油。

期待成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4

日告诉媒体记者，美印“2＋2”会议将为两国深
化伙伴关系、加强安全合作提供“机遇”。

这一会议原定日期为今年 4月，后来推迟
至 6月，最终敲定 9月 6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国防部长詹姆斯·马
蒂斯将与印度外交部长苏什玛·斯瓦拉杰和国
防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会晤。

美国国防部分管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兰德
尔·施赖弗上周告诉媒体记者，双方磋商将产生

“一系列实际的具体成果”。
多家媒体先前报道，美方希望印方在“2＋2”

会议中同意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以便在
出口印度的武器装备上安装美军通信装置。

印方原本反对这一协议，认定协议显现“入
侵性”；但今年早些时候，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
的印方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新德里正逐渐转
变立场。

在美国外交学会学者阿莉萨·艾尔斯看来，
如果协议得以签署，将是双方迈出的“一大步”。

深化合作
按照印度军方消息人士的说法，除《通信兼

容与安全协议》，双方正在磋商《基础交换与合
作协议》。这一协议允许双方共享卫星数据，可
以应用于导航及导弹制导。

同时，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美国国防部
官员说，美印正在讨论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
习，涉及两国海、陆、空部队。这名官员没有披
露更多细节，包括时间、地点。

美印两国曾分别举行海军联合演习和空军
联合演习，以及涉及特种部队的陆上联合军
演。按照美方官员的说法，涉及三军的演习将
显示两国防务合作扩大。

美国与印度过去10年加深防务合作，美国
成为印度第二大武器卖主，双方完成大约 150
亿美元防务交易。

难解分歧
法新社报道，“2＋2”会议多次推迟，显现美

印分歧，其中一项是美国不满印度从俄罗斯购
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俄罗斯是印度第一大武器来源国。两国已
完成 S-400导弹合同谈判，希望在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10月初访问印度前签署。

美国先前威胁，将制裁与俄罗斯有军事合
作的第三国以及第三国企业，但阻挠无果后态
度缓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8月 13日签
署2019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涉及豁免因购买
俄罗斯军事装备而面临制裁的国家，包括印度。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施赖弗谈及印俄防务
交易时说，“不保证”印度一定能获得豁免，但对
与印度对话、向后者提供“替代系统”持开放态
度。美国曾向印度推销“爱国者”防空导弹
系统。

美国定于 11月初恢复对伊朗能源行业制
裁。印度是伊朗石油第二大进口国，至今没有
决定是否减少或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

美印高级别对话在即

分歧仍待化解

9 月 4 日，在日本高知县，巨浪
拍打海岸。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