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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还牙 越闹越僵

近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举措不断
加码，美伊两国对抗的态势愈发明显。路
透社近日援引美国一位官员消息称，美国
政府正考虑在退出伊核协议一周年之际对
伊朗采取额外制裁措施。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4 月 6 日报
道，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
织”的计划是美国国务院的官方决定，国
务院已就这一决定商讨数月。这表明，美
国对伊朗的态度日趋强硬。

美国与伊朗的对抗早已不是新鲜事。
2007 年，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隶属于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负责海外行动的“圣城旅”，
称其支持恐怖主义，伊朗誓言报复。

近年来，美伊两国矛盾更加明显。
2018 年 5 月 8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
布退出伊核协议，表示要恢复此前为履行
协议而放弃的所有对伊朗的制裁，并将施
加额外的经济惩罚。

2018年11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全
面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多家外媒称，恢复
对伊朗制裁后，多达 700个伊朗实体及个
人登上了特朗普政府的制裁黑名单。据
悉，美国国务院已将数十个与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有关的个人与实体列入黑名单。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赫什马托拉·法拉哈

特·皮什4月6日在推特上就美国的举动作
出回应：“如果美国政府将伊朗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伊朗也会以牙还牙，将美
军列为恐怖组织。”

互信缺失 分歧增大

美伊两国分歧不断加大，美国不停挑
战伊朗的“底线”，伊朗也多次发出警告。

“美伊的地区秩序观不同”，上海外国语大
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指出，美国奉行集体防御原则，认为自
己有保护盟友的权利和义务。伊朗则认为
海湾地区国家应奉行集体安全，拒绝外部
大国的军事干涉，关闭外国军事基地。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东地区的主要矛
盾由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转向地缘
政治博弈，伊朗被认为是美国中东主导权
的主要挑战者之一。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伊两国缺乏互
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学者孙成昊指出：“伊朗研制和试射弹道
导弹，并认为这是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自卫
权。而美国始终认为伊朗是在‘以时间换
空间’，靠伊核协议拖延时间换取秘密推
进核计划的空间。美国并不认可伊朗在核
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

如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
下降，尤其在叙利亚。“伊朗与俄罗斯和
土耳其走近，美国缺乏反制措施，故不断

加大对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孤立、封
锁和制裁。”孙德刚指出，美国欲将伊斯
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旨在打击伊朗
在叙利亚等地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是伊朗重要武装力量，拥有陆海空三军，
总人数大约为12.5万人。

“一旦美国政府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定
性为‘恐怖组织’，将进一步制衡伊斯兰
革命卫队的力量。”孙成昊分析，美国或
以“恐怖组织”为由，禁止个人与企业向
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的公司或伊斯兰革命
卫队官员提供物资与力量支持，如金融服
务、培训设备、专家咨询、武器、运输等领域
的协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表示，伊斯兰革
命卫队掌握了伊朗国家经济 20%的份额，
对能源等重要行业存在控制。“在美国看
来，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
量，还掌握了伊朗的部分经济力量。”孙
成昊表示，美国“拉黑”伊斯兰革命卫队
的行为，也是想打击伊朗的经济，削弱伊
斯兰革命卫队扩大影响力的经济基础。

各不相让 对抗升级

短期内，美伊分歧难以转圜。“特朗
普倘若真的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

‘恐怖组织’，必定会遭到伊朗的强烈反
应，甚至不排除伊朗的军事报复可能

性。”孙成昊分析，此前，美国就已经将
部分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实体和人员
加入“黑名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
挥官贾法里就此发出警告，如果特朗普政
府指定革命卫队为“外国恐怖组织”，伊
方将把美军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提
并论。言下之意，伊朗也可能将美国军队
列为“恐怖组织”，两国爆发军事摩擦的
可能性将会上升。

这还可能带来“热冲突”。“美国此举
对以色列和沙特等盟友来说无疑是一种鼓
舞，但有可能发出错误信号。”孙德刚指
出，美国中东地区盟友在叙利亚和其他冲
突点后可能因对“恐怖组织”的误判而与
伊朗爆发局部冲突。

多年来，恐怖组织专指非国家行为
体，“特朗普政府将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
——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无疑
扩大了恐怖组织的范围。”孙德刚认为，
美国此举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在反恐行动中
凝聚共识。

倘若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
“恐怖组织”的决定生效，还将引起更为
广泛的连锁反应。“伊朗政府势必采取反
制措施，伊朗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对
抗将进一步加剧。”孙德刚指出，伊朗、
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斯将被迫“抱
团取暖”，在叙利亚巩固既有军事存在。

上图：2018年11月4日，在伊朗德黑
兰，伊朗民众参加反美集会，纪念占领美
使馆39周年。 新华社/美联

美伊分歧，怎一个“恐”字能解
杨 宁 赵雪彤

4月6日，多家外媒援引美
国官员消息称，特朗普政府计
划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

“外国恐怖组织”。据英国路透
社报道，这将是美国第一次将
外国军队列为“恐怖组织”。美
国 《华尔街日报》 报道分析
称，此举有可能招致对美军在
伊朗部署的军事力量的报复。

2名

据菲律宾军方4月5日介绍，政府军在菲南
部苏禄省成功解救出两名被阿布沙耶夫武装绑
架的外国人质，包括一名马来西亚人和一名印
度尼西亚人，另有一名印尼籍人质在解救行动
中丧生。

菲军方西棉兰老岛司令部发表声明说，4月
5日下午，菲海军陆战队在苏禄省一个小岛上与
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遭遇，当时武装分子挟持
两名人质试图下海逃走。经过战斗，菲军士兵
打死3名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两名人质中一人
溺水身亡，另一人获救。经确认，这两名人质
均为印度尼西亚人。

西棉兰老岛司令部还说，菲海军陆战队4月
4日下午在同一个小岛上与一伙阿布沙耶夫武装
分子发生交火。武装分子在溃退过程中将其挟
持的一名马来西亚籍人质开枪打伤并遗弃。战
斗结束后，军方把人质送到一家军队医院进行
救治，目前其身体状况稳定。

20多部

4月5日，第52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在美国
第四大城市休斯敦开幕，20多部中国故事片及
短片将在电影节期间展映。

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展映来自7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200多部影片。电影节设有最佳影
片、最佳纪录片、最佳电视广告片等 10 个奖
项。电影节期间将举办多场专题研讨会。

本届电影节首次推出“聚焦亚洲”版块。
连续5年开设的中国影片单元引人注目。电影节
执行主席及亚洲区总负责人张玲介绍说，本届
电影节有超过200位中国电影人携20多部故事
片及短片参展。

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主席亨特·托德去年曾做
客上海国际电影节。他说，休斯敦国际电影节
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及北京国际电影节签署了合
作备忘录，后者将向休斯敦国际电影节提供最
优秀的中国电影。

25周年

卢旺达大屠杀25周年纪念活动4月7日上午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拉开帷幕，多国领导人和
国际组织代表出席。

纪念活动在埋葬了25万名大屠杀遇难者的
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开启。卢旺达、埃塞俄比
亚、乍得、吉布提、尼日尔和比利时等国国家
元首或政府首脑及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在纪念馆为遇难者献上花圈。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及其夫人、法基和容克共同
点燃纪念火炬。

在随后于基加利会展中心举行的纪念仪式
上，卡加梅说，卢旺达人“已经成为一家人”，

“卢旺达人忍受的苦难将使卢旺达人奋斗精神不
灭……历史不会重演”。

（均据新华社电）

环 球 热 点

数 字 天 下数 字 天 下

4 月 6 日，一年一度的“花格子呢
日”游行在美国纽约举行。自1998年起，
每年 4 月 6 日被定为全美“花格子呢日”，
以此纪念苏格兰裔对美国作出的贡献。

左图：人们在纽约曼哈顿参加“花
格子呢日”游行。

下图：游行现场表演。
新华社记者 郭 克摄

4月5日，中国第二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
升机分队协助抢救一名巴基斯坦维和分队患病
士兵。这是该维和直升机分队自部署以来第三次
执行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据悉，维和直升机分队作战值班室5日上午
接到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
团 （联非达团）的求助电话，得知一名巴基斯坦
维和分队士兵疑似突发心脏病，急需一架救援直
升机将其从凯卜卡比耶市转运至法希尔市。分队

立即组织救援，3 小时后将患病士兵安全转运至
法希尔市。这名患者随后搭乘联合国飞机前往首
都喀土穆接受进一步治疗。

任务完成后，随行的巴方医生与中方机组
成员一一握手，表达谢意。

中国第二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
队自部署以来，多次执行紧急救援任务，受到联
非达团、友军分队、苏丹政府及民众的一致称赞。

（均据新华社电）

纽约举行“花格子呢日”游行
正在科威特访问的也门外交部长耶马尼4月

7日表示，希望科威特支持也门的发展，帮助也
门实现经济复苏。

耶马尼当天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科威特一直是阿拉伯国家整
体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也是也门的支持者，在
联合国框架内向也门提供了大量援助。“我们希
望科威特能够扶持也门小型项目的发展，支持
我们实现经济复苏。”

当天早些时候，耶马尼与科威特副首相兼
外交大臣萨巴赫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关
系、也门局势最新进展及也门危机的解决方案
等进行了讨论。

由于持续战乱，也门近年来经济形势恶
化，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高级官员
去年 10 月曾警告说，也门将面临一场特大饥
荒，估计受影响人口将达到 1400 万，约占也门
总人口的一半。

中国赴达尔富尔维和分队抢救友军病患

也门希望科威特助其经济复苏也门希望科威特助其经济复苏

韩国国会近日表决通过第 10 份驻韩美军费
用分担协定；韩国与美国随后互相通知协定生
效所需国内程序已完毕，协定当天生效。

美国自 1953 年以来一直在韩国派驻军队，
现有驻军大约2.85万人。韩美自1991年起先后签
署 9 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第 9 份协定 2014
年签订，有效期5年，2018年12月31日到期。

然而，围绕第 10 份协定，韩美双方谈判耗
时近一年，费尽周折，最终在今年3月8日签署
协定。这份协定有效期 1 年，规定韩方 2019 年
分摊费用为 1.04 万亿韩元 （约合 61.5 亿元人民
币），比上一年增加8.2%。

韩美去年举行了 10 轮谈判，因分歧过大没

有达成协议，以致拖到今年3月才谈妥。彭博新
闻社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谈判期间
告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我
们要求韩方费用增加 50%”，这导致美韩代表几
乎“谈崩”。

韩国最初希望第 10 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担协
定有效期为3至5年，但美方执意要求有效期为1
年。韩联社报道，预期韩美最早会在今年上半年
启动第11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担协定的谈判进程。

美国政府多名官员3月披露，特朗普正在寻
求让美军驻在国负担更多费用，涉及韩国、日
本和德国等国家。美国可能要求其中一些国家
负担现有支出的5至6倍。

韩国国会表决通过韩美军费分担新协定韩国国会表决通过韩美军费分担新协定

国 际 时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