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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库尔德盟友 特朗普得失几何
□新华社记者 刘晨 刘品然
“伊斯兰国”俘虏这一“烫手山芋”和“包
亲密，
这些都令美土关系未来前景难料。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 7 日报道，土
袱”。
◆地区局势添不安
耳其军队当晚在叙东北部边境发起军事
此外，特朗普对叙利亚的认识及美
尽管从叙北部撤军或许有助于美国
行动，目标是叙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
国与伊朗关系也被认为是美国做出上述 “甩包袱”和拉拢土耳其，但美国国内不
亚民主军”阵地。美国白宫此前一天发
决定的原因。美《外交政策》杂志评论
少人认为，这一背叛盟友的行为不仅有
表声明宣布，对土方军事行动“不支持、 说，特朗普并不认为叙利亚对美国有任
损美国公信力，还可能对中东地区反恐
不参与”
，并且美军将从相关区域撤出。
何战略价值，也不希望在美国对伊朗遏
斗争带来不利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实际上已经抛
制战略进入关键阶段之时完全疏远土耳
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首席执行
弃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盟友
其。
官马克·杜博维茨认为，美军离开会造成
叙库尔德武装，这标志着美政策的重大
◆美土关系或缓和
叙部分区域力量真空，可能令“伊斯兰
转向。此举或有利于美国减轻驻军负担
土耳其是中东大国和北约成员国， 国”有机可乘、卷土重来。美国共和党籍
和缓和对土关系，但可能对地区局势产
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然而
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批评说，美国
生负面影响。
近年来，美土发生一系列问题，包括被土
此举给地区内的极端势力打了一针兴奋
◆特朗普欲
“甩包袱”
方指责策划了 2016 年未遂政变的土宗
剂，令美国未来招募反恐力量时难上加
白宫 6 日的声明说，
“ 伊斯兰国”已
教人士居伦的引渡问题、土耳其从俄罗
难。
被消灭，美军将从相关区域撤出，区域内
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等，导致两
同时，土耳其在叙北部的军事行动
过去两年被俘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将
国关系持续紧张。库尔德问题也是双方
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叙北部库尔德武
由土耳其负责处理。美政府匿名高级官
主要分歧之一。两国今年 8 月同意在叙
装“人民保护部队”7 日已表示将不惜代
价坚决保卫叙北部安全。奥尔汉认为，
员 在 7 日 的 吹 风 会 上 表 示 ，约 50 名 至
东北部设立“安全区”，但迄今未就细节
100 名美军会撤离叙北部，但他们不会
达成一致。
叙库尔德武装可能释放甚至武装“伊斯
撤出叙利亚。
土耳其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奥伊
兰国”俘虏，利用他们来对抗土军，而美
长期以来，美土在如何看待叙利亚
通·奥尔汉说，在此前土美关于建立叙
方此前一直向叙库尔德武装提供的武器
库尔德武装上分歧巨大，美国视其为反 “安全区”的谈判过程中，土方一直指责
装备也可能给土军带来麻烦。
恐作战合作伙伴，土耳其则视其为恐怖
美方态度“不够积极”，导致计划进展缓
此外，土耳其出兵叙北部未经叙政
组织。有美国媒体直言，此次美军撤离
慢。白宫此次的举动有利于缓和土美关
府同意，叙国家电视台已将土军 7 日的
军事行动称为“土耳其的侵略”。未来叙
相当于给土耳其攻入叙利亚打击库尔德
系。
政府将如何应对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还
武装“开绿灯”
。
此外，土耳其总统府 6 日发表声明
想“甩包袱”被认为是美国改变立场
称，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 有待观察。
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哈切特佩大学国际
就在叙建立“安全区”交换了意见，还同
美国国内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也多
关系系副教授谢布内姆·乌杜姆说，美方
意于 11 月在华盛顿会面。分析人士指
有批评。格雷厄姆称，他已决定与一名
此举源于总统特朗普对美国中东政策的
出，埃尔多安将访美，显示两国关系出现
民主党籍参议员共同提出一项议案，要
求美国制裁“入侵”叙利亚并打击库尔德
调整，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已耗费了大
回暖迹象。
量资源，而特朗普倾向于节约资源。土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国此次在库
武装的土耳其。
特朗普面对国内反对声浪不得不
耳其《每日新闻》政治评论员塞尔坎·德
尔德问题上“示弱”对改善土美关系的作
米尔塔什认为，特朗普正“焦头烂额”地
用有限。美国国务院前中东事务高级官 “打圆场”。他 7 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如果土耳其做了任何“出格”之事，美国
忙于新一轮竞选活动，急于从叙利亚泥
员韦恩·怀特对记者表示，目前美土共同
潭中脱身，同时还希望甩掉成千上万名
利益减少的趋势未变，而土俄关系日益
将
“彻底毁掉土耳其的经济”。

伊拉克
“多管齐下”能否平息动荡
□新华社记者 张淼 胡冠 韩梁
伊拉克多地爆发的示威抗议已经持
续一周，造成百余人死亡。这个已经平
静许久的中东国家重新成为“国际热
点”。伊政府 7 日呼吁展开全国对话，
避免抗议升级，同时“多管齐下”采取
一系列措施，以期缓和、稳定局势。
有分析认为，伊拉克政府诸多举
措能否奏效依然是未知数。如果政府
无法有效应对当前危机，回应民生痛
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使伊拉克政
治前景更加复杂，也让地区安全局势
再添变数。
新闻事实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 7 日呼吁与示威
者举行全国包容性对话，避免抗议活动
进一步升级。他在面向全国民众的讲话
中呼吁示威者在国家框架内参加建设性
和真诚的对话，确保向民众通报改革进
程，与各城市青年举行直接和日常会
晤。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外部势
力干预。
当天，伊拉克政府批准一揽子改革
方案，包括为低收入群体建造数千套补
贴住房、为失业者提供津贴、为青年提
供培训和贷款等。萨利赫说，他支持政
府基础性的部委改组以改善政府服务，
激活政府机制。

新华社记者在巴格达注意到，7 日
的诉求和期待。
晚间，中断的互联网已经联通，道路交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政府采取的
通逐渐恢复，紧张局势比之前缓和不
一系列措施有望缓解紧张局势。鉴于
少。
“伊斯兰国”等外部威胁依然存在，政
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 7 日
府下台只会让伊拉克再次陷入动荡，而
宣布撤回部署在首都巴格东部萨德尔城
推动改革、稳定局势才是最好方式。
的部队，把安保巡逻任务移交警方。
即时评论
深度分析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民生是执政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田
根基。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是空
文林说，伊拉克当前的示威冲突和动荡
中楼阁。
局势，是伊拉克政府击退“伊斯兰国”
如何加强沟通对话、化解矛盾对
两年多来遭遇的最严峻挑战。政府承诺
立；如何切实推行改革、解决民生痛
改革，呼吁对话，展现诚意，但能否奏
点；如何打击腐败、稳定社会民心，都
效依然未知。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应对当
将考验伊拉克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治
前危机，动荡局势可能升级。
理能力。
田文林认为，示威活动的“导火
背景链接
索”之一，是伊拉克反恐部队负责人、
自 1 日起，伊拉克多地爆发示威，
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中发挥重
抗议政府腐败、提振经济和提供公共服
要作用的将领阿卜杜勒-瓦哈卜·萨阿
务不力。除首都巴格达外，示威抗议活
迪 9 月底遭免职。这引发公众强烈不
动蔓延至济加尔省、瓦西特省、穆萨纳
满。一些民众认为，这一决定受外部势
省、纳杰夫省和巴士拉省等伊拉克中部
力影响。
和南部省份。
更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发动伊拉
伊拉克内政部最新数字显示，示威
克战争 16 年后，伊拉克经济凋敝，民
抗议活动引发的暴力冲突导致 104 人死
生艰难，重建缓慢，公共投入不足。同
亡、6107 人受伤。伊联合行动指挥部
时，政府执行力不足，腐败盛行，加之
发言人拉苏尔 7 日发表声明说，经过数
近两年国际油价低迷，石油收入减少， 日冲突，示威活动有所减弱，局势得到
政府改善民生的能力和水平跟不上民众
控制。

10 月 7 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前排右）在安
理会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公开会上发言。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7 日在安理
会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公开会上发言，呼
吁充分发挥非洲国家在解决非洲问题上
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纽约警方一日内

逮捕近百名示威者
新华社纽约 10 月 7 日电（记者 长远）
美国纽约警方 7 日逮捕了至少 93 名在华
尔街金融区以过火方式举行气候变化问
题抗议活动的示威者。
据当地媒体援引目击者描述，
这些被逮
捕的示威者有的故意堵塞路口或人行道，
有
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地标建筑附近躺倒，
紧闭双眼进行
“拟死”
抗议，
还有一些人以美
国
“金融界手上沾满鲜血”
为由，
向华尔街的
标志性雕塑铜牛泼洒
“人造鲜血”
。
纽约警方一名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电话采访时确认，警察在示威现场至
少逮捕了三批次 93 人，包括铜牛遭泼污现
场的 26 人、纽交所门前的 8 人和百老汇大
道上一个交叉路口的 59 人。在被问及是
否担心后续发生更多示威或抗法事件时，
发言人表示
“这得去问那些组织者了”。
据悉，这次抗议活动由一个英国环保
组织在英美等国多个城市发起。从当地
时间 7 日上午 10 时多起，华尔街区域有至
少数百名抗议者集结。
纽约市警方虽然允许在街头举行经
申请后获准的和平集会或示威抗议，但参
加者必须在警方指定的区域内聚集和活
动，
且不得有任何违法行为。

德国一男子盗卡车

冲撞车辆致 9 人受伤
新华社柏林 10 月 8 日电（记者 张远
任珂）德国黑森州警方 8 日说，一名男子 7
日在南部城市林堡盗窃一辆卡车后，连续
冲撞路上其他车辆，
致使 9 人受伤。
警方声明说，
这名男子是叙利亚人，
现
年 30 岁，
据信在 7 日下午盗窃一辆卡车。7
日晚，
他驾车在林堡市中心火车站附近道路
冲撞 8 辆正在等待信号灯的汽车，
致 9 人受
伤。伤者已送医救治，
其中一人伤势较重。
声明说，这名男子受轻伤，已遭警方
逮捕。
警方现阶段尚未将事件定性为恐怖
袭击，但“不排除相关动机”。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德国 2016 年曾遭遇利用车辆发起的
恐怖袭击。2016 年 12 月 19 日，一辆大货
车突然闯入柏林市中心布赖特沙伊德广
场圣诞市场，
造成 12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