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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交锋你来我往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 10 月 30

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委员
会主席邦达列夫表示，叙利亚境内的所
有恐怖分子有望在今年被彻底消灭，俄
罗斯在叙打击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即将
取得胜利。

伴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在叙利亚
节节失守，叙反对派、库尔德武装势力
与叙政府军的矛盾不断凸显。10 月 20
日，受美国支持、由叙利亚库尔德人主
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正式宣布完全控
制原“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

但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报道，叙外
交部10月30日表示，目前拉卡城仍然被
叙政府视为“被占领土地”，只有叙政府
军进入拉卡市，才可以被视为“解放”。
叙政府认为，美国及所谓“联盟”从极
端组织手中“解放”拉卡的说法是一个
谎言，目的是为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其
在拉卡周边的战争罪行上转移。

在这场反恐“收尾战”背后，除了
叙利亚本土的各方力量，作为“幕后老
板”的美俄两国发生龃龉的频次也逐渐
增多。当地时间 24日，俄罗斯在联合国
安理会投否决票，拒绝延长调查叙利亚
境内化学武器袭击责任方的任务期限。

俄罗斯 《生意人报》 日前报道称，
莫斯科正在研究削减驻叙部队问题。但

随后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没有这些计划。
美联社猜测，俄罗斯和美国军方或

许会卷入叙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地盘之
争，进而导致双方“摊牌”。而美国民意
调查机构拉斯穆森报告近日公布的民调
显示，71%的美国人认为美俄将在叙利亚
爆发战争。

在“缓冲器”消失之后
既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又在幕后为

“代理人”出谋划策，美国与俄罗斯是叙
利亚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两个角色。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后的
战略支撑点，俄方在叙发生内战后为支
持巴沙尔政权投入了巨大力量，因为只
有紧紧地抓住叙利亚，俄罗斯才能巩固
和拓展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兰州
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

“莫斯科打破了冷战后美国在全球使
用武力的垄断地位，并且上演了精彩的
地缘政治回归。”在俄罗斯 《莫斯科时
报》 看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对美
国主导的秩序构成了一项新的挑战。

而美国方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0月31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参
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
不想与叙政府或亲政府力量交战。然
而，美国会毫不迟疑地使用必要而适当
的力量来保护本国军队，或参与打击

‘伊斯兰国’的伙伴。”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孙德刚指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不
会允许俄罗斯一家独霸，所以支持叙利
亚反对派，同时以叙库尔德人为主体，
组建“叙利亚民主军”，在叙东北部与政
府军分庭抗礼。

“‘伊斯兰国’因素是美俄之间的
缓冲器。”杨恕认为，当前“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控制的区域面积小、可集中的
军事力量少，俄罗斯和美国都没有倾尽
全力将其攻克，原因在于，反恐问题在
叙利亚的解决将意味着美俄两国在叙的
共同目标消失，美俄势力范围的边界也
会因此越靠越近。

和平曙光何时出现
叙利亚的重建和整合迫在眉睫。然

而，当前各方势力在叙利亚的利益争夺
似乎已经压倒了真正推动问题解决的考
量，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遥遥无期。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近日发
表该刊防务版主编戴夫·马宗达的分析文
章，认为美俄之间的僵局正在演变为“螺
旋式升级”，双方都在采取措施和反措施。

“虽然美俄斗而不破，在灰色地带抢
夺胜利果实的过程中都避免进入对方的
势力范围。但由于美俄始终缺乏战略互
信，对形势误判而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
性不能排除。”孙德刚说，“叙利亚不是

乌克兰，俄罗斯无意同时也没有财力帮
助巴沙尔政府收复全境；特朗普政府更
不会为叙反对派的局部利益而为叙利亚
的重建‘买单’。”

同时，杨恕指出，“伊斯兰国”从去年
起就有计划地疏散有生力量，当前美俄以
幼发拉底河为界各自组建反恐联盟，除了
个别的军事行动外，基本不合作。美俄及
其领导的两派之间产生嫌隙极有可能导
致恐怖势力在叙利亚的局部反弹。

除了域外大国、政府军和反对派、
“伊斯兰国”外，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势力
也是叙境内一股十分不稳定的重要力
量。杨恕认为，有组织、武装力量强
大、同时控制地区又盛产石油的叙库尔
德武装完全具有“自立门户”的资本。
其日后是否会受与其毗连的伊拉克库尔
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影响还很难判断。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
国务卿蒂勒森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
会上表示，此前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
西南部成功设立了一个冲突降级区，如
今美国“正就在叙增设冲突降级区的问
题采取外交努力”。

“当前，美俄之间、叙利亚国内政府
军、反对派以及库尔德武装势力之间暂
时取得了一定的战略平衡。”孙德刚分析
指出，“但因各方均希望在战后重建中占
据优势，叙利亚现今存在的各种矛盾短
期内难以解决。”

10 月 31 日，中韩双方同时发布消
息，介绍两国外交部门之间就中韩关
系进行沟通的情况，阐述了双方在“萨
德”等问题上的立场，同意推动各领域
交流合作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过去一年多来，中韩关系陷入低
潮，症结就在于韩方同意美国在韩部
署“萨德”反导系统。解铃还需系铃
人。韩方认识到中方在“萨德”问题
上的立场和关切，明确表示在韩国部
署的“萨德”系统按照其本来的部署
目的，不针对第三国，即不损害中方
战略安全利益。这才让两国关系重回
正轨具备了必要条件。

中韩互为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
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促进双方合作交
流，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今年 5 月韩国新政府执政以来，对华
态度友好积极，韩国总统、外长、驻
华大使纷纷就“萨德”问题发声，展
现积极姿态。这次双方就妥善处理

“萨德”问题达成阶段性共识，无疑
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一方面，加强两国交流合作符合
中韩的共同利益。相信随着有关敏感
问题的妥善处理和两国民众感情的逐
步改善，中韩之间的务实交流合作将
有序恢复，并取得新的发展。另一方
面，中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着共同
利益，都主张推动半岛无核化，维护
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问题。妥善处理“萨德”问题，也
将为双方加强在半岛问题上的战略沟
通和合作提供契机。

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这次共识的
达成并不意味着“萨德”问题已从根
本上得到解决。中方在沟通中重申反
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目前双方已商定通
过两军渠道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中方必然会在后续沟
通中进一步向韩方表达关切。

反导问题的背后有全球大国战略博弈的深层次背
景，关系到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格局。“萨德”问题的根
本解决无疑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国也必将继续坚
定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利益，这一决心不容置疑，也不会
改变。

如今，改善和发展中韩关系的“钥匙”依旧在韩方
手中。希望韩方说到做到，使两国关系早日重回平稳健
康的发展轨道。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10月29日接受俄《红星
报》 采访时表示，俄“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纳希
莫夫海军上将”号的维修和现代化升级工作目前已经开
始，在俄北极圈内的北德文斯克造船厂进行。

由于经费问题，“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改造提升
工作一拖再拖，直到最近才得以展开。分析人士认为，改造
后“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的综合作战能力将有飞跃性提
升。俄罗斯期待通过对“基洛夫”级巡洋舰的改造，提升海
军战斗力，维护本国的海军大国地位。

命运多舛

“基洛夫”级巡洋舰是苏联时期开始建造的大型核动
力巡洋舰，是苏联海军与美国海军为争霸海洋进行军备
竞赛的产物，也是苏联海军实现从近海走向远洋的重要
利器。

“基洛夫”级巡洋舰主要用于实施远洋反舰、反潜和
防空作战。它是海上编队的核心力量，与其他舰船组成
导弹巡洋舰编队，执行攻击敌方舰艇和破坏敌方交通线
的任务。

“基洛夫”级巡洋舰原计划建造5艘，但实际上只建
造了4艘，分别是“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拉扎列夫
海军上将”号、“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和“彼得大帝”
号。尚未完工的 5号舰“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由于

经费紧张，于1990年被拆解。
资深军事评论员石宏介绍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

斯没有足够资金供养前 3艘“基洛夫”级巡洋舰，只能
任由它们在港口风吹雨打，一度传出前 3艘舰都要被拆
解的消息，而4号舰于1998年4月才建成服役。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逐渐恢复，“基洛夫”级巡
洋舰的命运也一一明了。首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
被拆解，刚建成的4号舰“彼得大帝”号被保留，2号舰

“拉扎列夫海军上将”号和 3号舰“纳希莫夫海军上将”
号等待修复和改装。

前景可期

“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的改造工作计划于 2020 年
前完成，之后将可以继续服役 20年。“彼得大帝”号也
计划在2019年至2022年进行现代化改装。

据俄 《消息报》 此前援引俄罗斯海军总司令部的消
息称，“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的维修和现代化改造将耗
资 10亿美元。分析人士预计，“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
换上全新雷达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后，综合作战能力将
有飞跃性提升。

据俄塔社此前报道，“锆石”反舰导弹将优先装备“纳
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和“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舰。“锆
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在测试中达到了 8 马赫的飞行速

度，被誉为“航母杀手”，将在2017年内完成量产。
石宏说，如果“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能携带 160

枚“锆石”导弹，单舰即可对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发起
饱和攻击。如果“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换装“锆石”
和“口径－NK”巡航导弹，再加上近300枚各型舰空导
弹、20 枚以上反潜导弹，该舰将成为一个全新“武库
舰”，具备强大的反舰、防空、对陆攻击和反潜作战能
力。

大国雄心

石宏认为，俄罗斯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一直抱有
大国雄心。参与叙利亚战争并取得巨大战果使俄罗斯增加
了在国际上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刺激了其
大国雄心。海军是俄罗斯维持大国地位的重要力量，这也
是为什么俄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也频频传出要建造新
航母、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的主要原因。

“然而，现实情况是俄罗斯极度缺乏大型军舰，苏联解
体之后20多年只建造了20艘轻型和少量中型军舰，只能
在近海活动，对远海施加不了影响。”他说，“所以，俄罗斯
决定对苏联时期建造的一些大型军舰，如‘库兹涅佐夫’号
航母、‘基洛夫’级巡洋舰、‘光荣’级巡洋舰等进行现代化
改装，以期它们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海军主力，彰显俄
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维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反恐战争收尾 利益博弈未完

“破碎”的叙利亚向何方？
杨 宁 林小艺

据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的领土已经不到5%。

随着叙利亚“伊斯兰国”一步步走向覆灭，盘踞在叙

境内的各方力量也终将“面对面”交锋。以“叙利亚

民主军”拿下“伊斯兰国”“首都”拉卡为节点，叙库

尔德武装与政府军的矛盾逐步激化，而美俄暗中“较

劲”的力度也逐渐加码。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图为在叙利亚拉卡，人们驾驶摩托车经过受损严重的建筑。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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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改造巡洋舰彰显大国雄心
新华社记者 刘莉莉 赵 嫣

美公司再次回收火箭第一级

8人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10月31日发生小型卡车撞人恐
怖袭击事件，导致8人丧生、10多人受伤。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
是一起“特别懦弱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行为”。他说，事
件已造成8人丧生，另有1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重伤者。

纽约警察局局长詹姆斯·奥尼尔在发布会上说，当天下
午3时05分左右，一名29岁男子驾驶一辆小型卡车在世贸
中心附近道路上连撞多人，随后该卡车撞上一辆校车。奥
尼尔说，在撞上校车后，肇事男子手持两支仿真枪下车，
警察随后开枪将其击伤。这名男子后被送到当地医院。

3名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10月30日宣布，3
名被调查的美国政界人士去年大选期间和俄罗斯有不正当
接触，涉嫌犯罪。

受控3人分别为乔治·帕帕佐普洛斯、保罗·马纳福特和
里克·盖茨。3人都一度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中供
职，其中马纳福特曾担任竞选团队经理、帕帕佐普洛斯曾
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盖茨是马纳福特的商业伙伴。3人受到
的指控包括洗钱、密谋反美、作伪证和伪报、瞒报银行信
息等。

5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30日表示，国际社会应积
极帮助马里等萨赫勒地区国家打击跨境恐怖主义和有组织
犯罪活动，并呼吁安理会支持萨赫勒5国新成立的联合部
队。

古特雷斯在当天安理会举行的萨赫勒5国集团联合部队
部长级会议上表示，萨赫勒5国集团联合部队联手打击恐怖
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活动，将促进该地区稳定与发展。“鉴于
局势的紧迫性，我们必须考虑在行动上有所创新，支持萨
赫勒5国在安全领域以及在发展和治理领域开展的合作。”

400亿

正在突尼斯访问的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10
月30日说，欧洲保持安全稳定需要加强与非洲和地中海沿
岸国家合作。

这次访问是塔亚尼今年1月就任欧洲议会议长后，首
次访问欧洲以外国家。塔亚尼当天在首都突尼斯会晤突人
民代表会议（议会）主席纳赛尔时说，突尼斯和欧洲面临
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失业等共同难题，双方应围绕边境
管控加强合作。

塔亚尼说，欧洲愿意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着手，帮助
突尼斯应对挑战。他宣布欧洲联盟计划向非洲国家提供400
亿欧元资金支持。

（均据新华社电）

99 月月 88 日日，，在韩国首尔在韩国首尔，，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
抗议部署抗议部署““萨德萨德””反导系统反导系统。。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数 字 天 下

这是 10 月 30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拍摄的“猎鹰
9”火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0月30日用“猎鹰9”火箭成功为
韩国发射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同时火箭第一级实现了第 19 次回收。
此次任务中，火箭第一级在与第二级分离后“落”回地球，在发射后
约 8 分钟垂直降落在大西洋一艘无人船上。传统火箭都是一次性使
用，回收火箭第一级以重复使用，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