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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频频较劲

会议前夕，一条推特引发轩然大
波，似乎为美俄“斗法”提前渲染气氛。

2月13日，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利亚
姆·达拉提发文称，经过近 6 个月调查，
他完全确认2018年4月发生在叙利亚杜马
镇的“化武袭击”相关医院视频系人为导
演拍摄。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所谓的‘化
武袭击’发生后，某些西方国家以‘保
护叙利亚人民免遭化武威胁’为由对叙
发动导弹打击。此类基于谎言的事件对
国际关系体系造成了不良影响”，谴责
2018 年 4 月美英法以此为依据对叙实施
空中打击。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评
论称，“这是西方媒体对叙利亚事件报道
的荒谬戏剧的高潮”。

围绕叙利亚局势，美俄频频较劲。
“俄土伊三国在以美国为首的华沙会

议举行期间讨论叙利亚问题，是对美国在
中东权力的直接挑战。”《耶路撒冷邮报》报
道称，“三国强调叙利亚‘主权’及其‘领土
完整’的重要性，是挑战美国在叙东部角色
的暗号。”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俄罗斯不相信
西方组织的谈判，没有参加美国在北约
成员国波兰组织的中东会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 月 15 日报
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当天公
开反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他警告称，
恐怖组织远远未被击败，叙利亚军队也
尚未准备好应对来自“伊斯兰国”组织
的威胁。

俄土伊三国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
明表示，“不接受任何以反恐为由在叙利
亚制造新现实的尝试，坚决抵制以破坏
叙主权、领土完整和邻国安全为目的的
分裂主义计划。”

政治进程开启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均为阿斯
塔纳和谈框架下的叙利亚停火机制担保
国。此前，三国领导人已在索契、安卡拉
和德黑兰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三次会
晤。此次会晤也是美国宣布撤军叙利亚
之后，阿斯塔纳进程领导人的首次峰会。

“俄土伊三方协调机制在协调叙利亚
局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在叙利亚问题上有
两大和谈机制，一是由联合国发起，实
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日内瓦和谈机制，
作用甚微，且已不再运作；二是由俄土
伊三国于 2017年初发起的阿斯塔纳和谈
机制，通过建立冲突降级区等实现了叙
国内局势的基本稳定。

“阿斯塔纳进程使俄罗斯在叙利亚战
争中实现了两个关键目标：军事打击反
对派，并将政治进程的焦点从政治过渡
转移到修改宪法。”半岛电视台称。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王
晋表示，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主导的阿
斯塔纳和平机制，主要负责协调维系叙利
亚国内战场局势，通过建立“缓冲区”来保

证叙利亚国内形势稳定；而由俄罗斯主
导、土耳其和伊朗共同参与的“索契进
程”，其主要作用在于推动叙利亚的政治
重建进程。

《华盛顿邮报》 报道称，“2015 年军
事介入叙利亚战争的莫斯科，一直在巩
固自己作为叙利亚未来真正仲裁者的角
色，该地区的关键政治力量都在寻求克
里姆林宫在制定解决方案方面的指导。”

王晋分析说，近年来，美国在中东
影响力不断下降。一方面，美国在经历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在中东地区
已无力维系长期和大规模的驻军；另一
方面，美国也缺少介入中东的意愿，不
断缩小介入中东的力度。与此同时，俄
罗斯通过介入叙利亚战事以及伊朗和土
耳其在中东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上升，重
塑了中东地区格局，冲击了美国在中东

地区的影响力。

美欧仍有影响

据英国 《每日电讯报》 消息，在 2
月 15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理
默克尔警告说，“在伊斯兰国被击败、哈
里发政权垮台之后，美国计划从叙利亚
撤军，这有可能让伊朗和俄罗斯占上
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耐人寻味：

“军队将返回家园，但美国将在该地区保
持‘强大的存在’。”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美国如
何在离开的同时留在叙利亚？》指出，美
国官员们正努力设计出一种“变通”策
略，使美国在兑现从叙利亚撤军承诺的
同时，不会在叙北部制造“真空”。

牛新春分析说，美国在叙利亚撤军
更具象征性，而非实质性。在叙的约
2000 名美军大部分不是战斗人员，而是
为空中打击做地面支持的人员。“美国即
使撤出叙利亚，也并不代表在叙军事影
响力彻底消失。美国将依靠在伊拉克、
土耳其、卡塔尔等地的军事基地保持在
叙利亚的制空权。”

“最终，无论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
试图在叙利亚做什么，都将取决于美国
最终是否决定以及如何退出这个长达 8
年的致命难题。”《华盛顿邮报》 坦言美
国对叙局势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俄土伊协调机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
块。“紧张的合作”——“美国之音”这样概
括三方复杂的竞合关系。据王晋分析，当
前三方分歧在于如何协调在叙利亚北部
的立场。土耳其希望在叙北部建立横贯
北部边界的“缓冲区”，肃清当地的“库尔
德民主联盟党”军事力量；俄罗斯和伊朗
则认为此举将会激化地区矛盾，促使叙利
亚问题复杂化。另外，土耳其政府在当前
仍然不承认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合法性。

“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及政治进程离不
开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支
持。未来仍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牛新
春认为，一方面，在叙利亚内部，恢复阿萨
德在全国的统治依旧路漫漫。叙利亚面
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及民族、宗教矛盾尚
未解决。另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在叙战
后政治安排上加强协调，建立起畅通的沟
通渠道，形成基本共识。“尤其是美俄要有
一个基本一致的态度，走到谈判桌前。”

美国在叙利亚被边缘化了？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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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1日美国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
约》义务以来，一股刺鼻的火药味正在世
界上空弥漫，日渐浓重。

对于这次退约，美国看上去很坚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个月前表示将退出《中
导条约》时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俄罗斯违
反了该条约，二是美国需要发展军事装
备。随着事态演进，大家渐渐发现，理由
归理由，美国就是想退约，就是想摆脱军
备领域的种种限制。因为美国又感到“不
安全”了。

一直以来，超级大国美国总在追求绝
对安全。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

“星球大战”计划，到近年来历任政府热衷
于在世界各地部署导弹防御拦截系统，再
到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公布新版《导弹防
御评估报告》，美国似乎觉得只有一手握着
最锋利的矛、一手握着最坚固的盾，心里
才真正踏实。执意退出《中导条约》，正是
这种心理驱使下的又一个惯性动作。

然而，过了这么多年，美国始终没明
白一个道理：世上没有绝对的安全，把自
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他人的“不安全
感”上，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

就在美国宣布暂停履约的第二天，俄
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也将暂停履约，
并启动新导弹的科研及试验设计工作。显
然，遇强则强的俄罗斯不甘做待宰羔羊。
如不少美媒已意识到的，特朗普政府暂停
履约并在同一时期推进太空导弹防御系统
的举动，很可能促使俄罗斯进一步努力扩
大核武库并使之多样化，以更大更好的攻击力量加以回应。
这意味着，美国的安全性不但不会增强，反而会削弱。

而在当下这个利益交织、相互依存的世界，美俄暂停
履约引发的连锁反应和溢出效应可能让情况更糟。众所周
知，作为美苏两国冷战时期达成的重要军控与裁军条约，

《中导条约》对于缓和国际关系、推进核裁军进程，乃至维
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仍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消极影响。

近日，就连美国的坚定盟友也对美国的决定强烈不
满，忍不住强硬发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欧盟外
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分别表示，美俄必须保留
并全面履行《中导条约》。还有外媒警告，如果没有了《中
导条约》，本就已在修宪路上的日本可能因此获得新的借
口，进一步修改防卫计划。

国际分析人士普遍担忧，在各国“自卫”意识越来越
强、全球裁军约束越来越弱的当下，美国退约将打开潘多
拉魔盒，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势在必行。

为了谋求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感”和威慑力，美
国任性地走在退约路上，没有回头之意。可是，在一个战
略平衡被打破、军备竞赛将升级、火药味四处弥散的世
界，想要独善其身，谈何容易？

以武斗武，只会两败俱伤，甚至波及更多。只有好好商
量，共同约束武力，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各国才能更安全，
世界才能更和平。这个道理，美国真不懂吗？

欧洲庇护支援办公室 2月 13日公布的 2018 年年度评
估报告称，2018年共有63.47万人向欧盟国家、瑞士和挪
威提出庇护申请，这比 2017年降低 10％。而在去年作出
的 59.3 万份判决中，仅 34％的申请人在一审中得到了庇
护，被授予难民身份或附属保护，这与 2017年相比下降
了6％。

政策趋紧

《布鲁塞尔时报》称，欧洲庇护申请已回到2015年难
民危机前的水平，而申请的成功率也有所下降。数据显
示欧洲正在执行越来越严厉的难民政策。

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途径之一——自利比亚经地中
海前往意大利的路线在过去一年里遭到了严格控制。意
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决定禁止载有在地中海获救难民
的船只与意大利港口对接。

据英国 《卫报》 报道，去年意大利施行了以萨尔维
尼命名的新移民法令。法令暂停了被认为具有“社会危
险性”的个人庇护申请，并取消了一些未取得正式难民
身份但暂留意大利的人的留用许可。今年1月，仅有150
名难民在意大利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远低于 2018 年 1 月
的 2091 人。《卫报》 称，过去 4 个月，意大利“创纪录
地”拒绝了2.48万份庇护申请。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对“非法”难民的驱逐力
度也在加大。据德国 《南德意志报》 报道，德国在去年
加大了对难民的驱逐力度，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西霍弗
称，“这是遏制难民流入和改善联邦移民办公室庇护申请
处理的政策中的一部分”。《卫报》 称意大利的各个难民
接待中心也在遣返被剥夺“人道主义保护”的难民，并
称意大利政府计划遣返50万人。

撕裂欧洲

分析普遍认为，过去几年，欧洲对难民危机应对不
佳点燃了公众情绪，迫使欧洲多国政府收紧难民政策。

在难民危机面前，认为“德国能行”的德国总理默
克尔让所在的执政联盟分化。2015年，默克尔决定保持
开放的德国边界。《爱尔兰时报》指出，这使她成为一些
人眼中的“人道主义”女主角，而令其他人讨厌。这造
成执政联盟两极分化，并使默克尔不再担任基民盟的领
导人。默克尔的继任者——德国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呼
吁采取更强硬的难民政策。

支持收紧难民政策的右翼势力得到了更广泛的支
持。《美国利益》杂志称，去年6月上台的意大利新政府
由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执政，他们秉持意大利民族主
义立场，从“意大利人对意大利和欧洲处理难民危机的
挫败感”中俘获了近600万张选票。萨尔维尼所在的联盟
党支持率与去年3月的17%相比也翻了一番。

在匈牙利，难民同样不受欢迎。美联社援引匈牙利
政府国际通讯办公室消息称，“匈牙利将延续其移民政
策，因为匈牙利人民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意愿：他们不想
生活在一个移民国家。”匈牙利拥有欧洲最严格的反移民
法，并在其南部边境建造了一条长109英里的围栏，用于
限制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过境的移民。该国总理欧尔
班称：“我们不再认定他们是穆斯林难民，而是入侵者”。

问题难解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海伦·奥尼斯
说：“当一条路线关闭时，另一条路线通常会开启。”西
班牙正取代意大利成为北非难民经地中海进入欧洲的

“桥头堡”。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利比亚非
法移民入境意大利的人数在 2018 年大幅下降至 2.34 万
人，约为 2017 年记录人数的 1/5。而 2018 年有 5.58 万难
民由海路抵达西班牙，远高于2017年的2.21万人。

英国 《每日快报》 评论称，欧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如
何应对难民问题的分歧仍然存在。随着难民留在意大利
越来越困难，不少移民也尝试前往法国，但严格的边境
控制让这些人无功而返。《卫报》援引法国当局公布的数
据称，仅 2018年上半年，就有超过 1.05万名试图乘坐火
车、或沿着高速公路、或穿越山脉以越过意法边境的难
民被遣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数字揭示欧盟国家仍在
争论应由谁来对入境寻求庇护的难民负责。2018 年德国
将近 9000名难民向其他欧盟国家驱逐，其中近三成被遣
回意大利，希腊拒绝了大多数请求，没有难民被送往匈
牙利。《南德意志报》援引德国内政部评论称，雅典不接
受更多难民的理由“基本没有根据”。

最近，围绕叙利亚局势，两场国际会议备受各方瞩目。
据克里姆林宫新闻网消息，2月14日，俄罗斯、土耳其、

伊朗三国领导人在俄南部城市索契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三方会
晤，重申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
整。同一时间，一场由美国主导的中东问题部长级会议在波兰
华沙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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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还在为难民危机头疼
周伯洲

图为2月14日，在俄罗斯索契，俄总统普京 （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右）
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前握手。 新华社/卫星社

图为 2018年 6月 27日，在马耳他森格莱阿锅炉码头，
难民们准备走下救援船“生命线”号。 新华社/路透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21日发布《关于望坛棚

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的决定》，对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

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因日前对部分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尚未

履行协议的被征收人及相关第三人送达《履行征收补偿协议交房

义务决定书》的过程中无法取得联系，现依法进行公告送达，请下

列被征收人及相关第三人（明细附后）及时与我单位联系办理被征

收房屋交付、选定奖励房源并签订补充协议等事宜。若原签订协

议的被征收人已故，请该被征收人的继承权人与我单位联系办理

上述事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叶权 郑大伟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甲17号

电 话：010-67265156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公 告

1. 被征收房屋坐落：北京市东城区琉璃井南里 10号，被征收人李

玉珠，第三人李维勇、李铮、崔莹、杜建军。

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2019年2月12日

公告送达明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