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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外 交
部 22 日证实，一
名法国人 21 日在
阿尔及利亚东北部
遭“伊斯兰国”有关联
的武装人员绑架。绑架
者发布视频威胁称，如果
法国不在24小时内停止对
“伊斯兰国”的敌对行为，将杀
害人质。

遭绑者名为埃尔韦·古德
尔，来自法国南部城市尼斯，现年
55 岁。阿尔及利亚新闻社援引内
政部声明报道，古德尔是一名登山导
游，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一座山脉附近
的村落与数名阿尔及利亚人一起乘车时
被带走。

古德尔遭绑后，极端组织“哈里发战士”21日
在网上公布视频，宣称实施了这起绑架，要求法国对
“伊斯兰国”收手。

“哈里发战士”曾从属于“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但这一组织9月14日发表声明称转而
效忠于“伊斯兰国”。

这段视频长约4分钟，视频中说，“哈里发战士”给奥朗德24小时时间，停止对“伊斯兰国”
的敌对行为，否则将杀害人质。

古德尔在视频中也出镜。他说：“我现在阿尔及利亚武装组织‘哈里发战士’手中。这一组织
让我告诉你（奥朗德），不要插手伊拉克的事。他们把我劫为人质，我请求总统先生想尽一切办法
让我脱离苦海。谢谢。”

经亲友证实，视频中的男子的确是古德尔本人。当地媒体报道，阿尔及利亚军队已在事发区
域开展搜查行动。

法国政府表态说，法国将全力解救人质，但不会因这起事件而停止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
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对媒体记者说：“我们将想尽一切办法

解救人质，但一个恐怖组织不可能改变法国立场。”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阿尔及利亚：

“哈里发战士”绑架人质
要求奥朗德停止空袭

空袭叙境内多个极端组织目标

美军“猛禽”首战叙利亚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
22 日宣布，美国及其伙伴

国 已 开 始 对 恐 怖 组 织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

境内的目标实施首次
空中打击。

分 析 人 士 认
为，此举虽然将

进 一 步 压 缩
“伊斯兰国”

活 动 空
间 ，但

同 时
也

对叙国家主权完整构成威胁。此
外，把空袭范围从伊拉克扩大到叙
利亚能否彻底剿灭“伊斯兰国”仍是
一大问号。

空袭意在“一石二鸟”

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海军少
将约翰·柯比说：“我可以证实，美军
和伙伴国军队正在对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目标采取军事行动，使
用了战斗机、轰炸机和‘战斧’式巡
航导弹。”

美国总统奥巴马 10 日晚首次
宣布授权打击叙境内“伊斯兰国”目
标。这是奥巴马政府打击“伊斯兰
国”升级版综合策略的一部分，目的

之一在于彻底清除“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横跨伊

拉克和叙利亚边境。自8月
8日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发

动针对“伊斯兰国”的
空袭以来，美国已

发 动 大 约 190
次空袭。

针对美国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
袭，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这一行
动眼下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但
也不能完全排除其目标进一步扩大
至叙政府军的可能性，毕竟美国最
近重申叙政府已丧失“合法性”，而
且最近美国加强了对叙境内“温和
反对派”的援助。

空袭能有多大成效

美国等此次实施空袭的目标包
括叙东北部拉卡省，而拉卡被“伊斯
兰国”封为“首都”。美国军方说，美
国空袭目标瞄准“伊斯兰国”的指挥
和控制中心、物资补给设施、训练营
和其他重要的后勤地点。

在发动空袭的同时，美国也加
紧在叙上空进行无人机侦察，以获
取“伊斯兰国”活动情况和潜在目标
的更多信息。美国军方认为，“伊斯
兰国”大约3.1万名成员中的三分之
二位于叙境内。

此前，美国针对“伊斯兰国”
的空袭行动局限于伊拉克境内，

但 空 袭 效 果 有 限 。 对 叙 境 内 的
“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如同
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让整个打击
行动“首尾”联动，压缩这一极端
组织的活动空间。

不过，美国也不希望对“伊斯兰
国”的打击行动给叙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带来好处，因为美国仍致力于
推翻巴沙尔政权。“伊斯兰国”既反
西方，也反巴沙尔政权。为抵消巴
沙尔政权可能从打击“伊斯兰国”行
动中可能得到的好处，美国正加紧
对叙“温和反对派”的援助。

在美国白宫和军方压力下，美
国国会上周通过法案，授权军方武
装和训练叙“温和反对派”。美国总
统奥巴马19日签署法案，拨款5亿
美元，用于大约5000名叙反政府武
装人员的培训支出。

空袭产生何种影响

从叙利亚角度来看，空袭如果
未经叙政府许可，将是对叙主权的
侵犯。叙民族和解事务部部长海德

尔 11 日说，如果美国入叙打击“伊
斯兰国”，必须获得叙政府授权，否
则“将被视为侵略”。

不过，据德新社报道，美国在对
叙境内“伊斯兰国”实施打击之前已
事先告知叙利亚。

除此之外，眼下尚没有更多
叙政府的相关表态。但分析人士
认为，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美国和
叙政府敌对已久，加上美国武装
叙反对派，美国在推进空袭时不
可能得到叙政府支持，特别是情
报方面的支持，空袭效果因此实
难预料。

从美国方面看，空袭范围扩大
至叙利亚，意味着美国针对“伊斯兰
国”的军事干预升级。奥巴马原本
一直推动结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的军事行动，此次军事行动升级
恐怕将使奥巴马和其所属的民主党
面临更多反战压力。此外，如果空
袭效果不理想，美国是否会发动地
面战也值得观察。

记者包尔文 闫亮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美为何开辟打击“伊斯兰国”第二战场

美军中
央司令部宣布，

美国和5个阿拉伯
国家22日晚间首次打

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境内的多个目

标。此外，美军还单独空袭
了另一极端组织“呼罗珊集团”

在叙利亚西部的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

明中说，美国动用了战斗机、轰
炸机、“战斧”导弹和无人机，对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目标进
行打击。

袭击目标包括“伊斯兰国”在叙
利亚北部城市拉卡、代尔祖尔等地

的武装人员、训练营、指挥中心、仓
库、卡车和装甲车等。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行动中，
美军在红海和海湾北部执行任务的
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

“菲律宾海”号导弹巡洋舰共发射
47枚“战斧”导弹。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参加行
动的军机来自美国空军、海军和海
军陆战部队，具体类型包括B－1轰
炸机，F－15E、F－16和F－22战斗
机，海军F／A－18大黄蜂战机，以
及两种类型的无人机。

F－22战机首次实战

在所有参战机型中，最受外界
关注的是F－22“猛禽”战斗机。这
是自2005年正式服役以来，F－22
战斗机首次参加实战。

F－22 战斗机是美国第五代
新型战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和波
音公司研制，具备躲避雷达探测和
超音速巡航等多种能力，2005 年
投入现役，但此后接连出现诸如飞
行员在飞行中缺氧等问题。F－
22战斗机价格昂贵，美国国防部
共花费670亿美元，采购了约200
架此类战机。

早在 2013 年，美国媒体就猜
测美军可能出动 F－22 战斗机
对叙利亚进行空袭，因为叙利亚
政府军拥有比较完整的空军和
防空系统，出动隐形战机更为保
险，此次空袭行动也印证了这一
猜测。

单独空袭“呼罗珊集团”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战斗

机还空袭了极端组织“呼罗珊集团”
在叙利亚西部城市阿勒颇的目标，
以阻止这一组织对美国和其他西方
国家发动袭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空袭目标
包括训练营、炸药和武器生产场所、
通讯大楼和指挥所等。

媒体此前报道，美国政府认为
“伊斯兰国”暂时并不会对美国本土
造成威胁，相比之下，“呼罗珊集团”
威胁更直接。

“呼罗珊集团”由来自阿富汗和
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骨干成员组
建，负责与叙利亚境内的“基地”组
织分支“救国阵线”联络。

这一组织在叙利亚招募持西方
国家护照的极端人员，以求躲过美
国安保网络拦截，让他们飞回美国
发动袭击。此外，这一组织还与“基
地”组织也门分支的炸弹专家合作，

试图制造可以躲避机场安检的新型
炸弹。

“伊斯兰国”扬言报复

对于美军最新的空袭，“伊斯兰
国”扬言将进行报复。

“伊斯兰国”一名成员对媒体表
示，“伊斯兰国”将对遭到的打击作
出回应。他还点名谴责沙特参加了
打击行动。

一些媒体认为，“伊斯兰国”当
前难以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因此
报复对象最有可能是参加打击行动
的阿拉伯国家。

此外，“伊斯兰国”声称，美军一
架无人机在拉卡被击落，并发布照
片显示所谓的飞机残骸。但目前这
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3日电 俄罗斯
总统新闻局23日发表公告说，俄总统普京
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电话讨论打击恐怖
组织问题时强调，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
兰国”目标需要获得叙政府同意。

他特别强调，不应在未经叙利亚政府
同意的情况下空袭叙境内的“伊斯兰国”目
标。

俄罗斯外交部23日表示，打击恐怖主
义应采用综合方式，不能有“双重标准”。
俄外交部警告说，单边的空袭行动不利于
地区稳定。

俄罗斯强调
空袭需获叙同意

据新华社电 美方在关于空袭的声
明中只提到有“伙伴国”参与这次军事
行动，没有透露到底是哪些国家参与。

美联社在晚些时候援引美国官员
的话报道称，巴林、卡塔尔、沙特、约旦
和阿联酋参与这次行动。

在奥巴马公布新战略后，美国国务
卿约翰·克里协调在中东地区组建一个
打击“伊斯兰国”联盟，10个阿拉伯国家
入盟，分别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埃及、伊拉克、约
旦、科威特、黎巴嫩和阿曼。

阿拉伯5国
成为美空袭“伙伴”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23日电 叙利亚外
交部23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在空袭叙境内的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之前，与叙常驻联合国
代表贾法里取得联系，通知美国将在叙利亚时
间23日凌晨实施空袭。

声明并未说明叙利亚政府对此次空袭所持
态度，包括是否同意美国实施此次空袭。

另据与叙利亚反对派关系密切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称，美军当天空袭了叙利亚多
个地区的“伊斯兰国”目标，包括拉卡省约20
处目标、代尔祖尔省约30处目标、阿勒颇省
与伊德利卜省3处目标。

叙利亚发声明称
事先获得空袭通知

据新华社德黑兰9月22日电 伊朗总统
鲁哈尼 22 日表示，伊朗政府和武装力量愿
尽一切可能，协助中东地区人民抗击恐怖
主义。

鲁哈尼在当天举行的国防周阅兵式上发表
演讲说，中东地区目前深受恐怖主义、社会动荡
和安全问题困扰，作为伊拉克、叙利亚两国政府
盟友，伊朗一贯支持打击活跃在两国境内的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

此前，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严词
拒绝与美国联手打击“伊斯兰国”，称美国军事
行动是为干预他国事务找借口。

伊朗表示
愿协助打击恐怖主义

F-22战机 是美国第五代新型战机，具备躲避雷达探测和超音速巡航等

多种能力。在执行空对地行动时可以装载1000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两枚AIM-
120C先进中程空空导弹或者两枚AIM-9“响尾蛇”导弹。

重量：1.5吨

时速：880公里

射程：3000公里

命中精度：30米

造价：60万-120万美元

“战斧”导弹
（长程精确攻击用巡航导弹）

人民网9月23日讯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联
邦检察官20日在听证会上表示：9月19日晚，来
自德克萨斯州的退伍老兵奥马尔·冈萨雷斯携带
弹簧刀翻墙闯入白宫，警方在他的车中找到超过
800发弹药、一把砍刀和两把斧头。

42岁的冈萨雷斯于20日在法庭上出现。这
名前任狙击手曾三度参加伊拉克战争，他被控携
带武器入侵受限地区罪名，如果罪名成立，他可
能被判处10年监禁。

冈萨雷斯的家人表示，他因伤残从伊拉克战
争中退役，因战争患上创伤应激障碍症，难以自
控情绪。

据《纽约时报》报道，冈萨雷斯在今年7月曾
因藏匿半自动武器被维吉尼亚州警方逮捕，警方
发现他藏有一把狙击步枪和“一张华盛顿地图，
标记了白宫区域并划上了线”。

闯白宫者系伊战狙击手
车上藏800发子弹

路透社22日报道，准备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
国气候变化峰会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总统阿诺
特·汤上周末接受采访时说，基里巴斯正着眼在海
外购置更多土地，为不得已时的举国“体面搬迁”
创造条件。

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中部，全国大约10万人
口分散居住在33个大小岛屿上，许多岛屿仅高出
海平面数米。一些研究人员说，太平洋洋面可能
因气候变化加速升高，最终摧毁那些低海拔沿海
国家。

基里巴斯今年与邻国斐济签订协议，斥资
830万美元在斐济瓦努阿岛购置一片林地，面积
大约24平方公里。

阿诺特·汤说，基里巴斯与斐济敲定购地协议
时并没有向对方提及本国居民迁居事宜，但斐济
总统告诉他，如果确实有需要，“斐济将欢迎你
们”。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太平洋岛国海外置业
谋划举国搬迁

9月23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
警察检查爆炸现场。

据当地官员透露，当地时间23日8时45分
左右，一准军事部队车队与一辆装载炸药的汽车
相向而行，当汽车行驶至车队附近，车上炸药由
外部装置引爆，造成至少3人死亡、13人受伤，其
中3人伤势严重。目前，尚无组织表示制造此次
袭击。 新华社/法新

巴基斯坦
一准军事部队车队遇袭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2日说，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已决定不再邀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今年秋季访问日本。不过，安倍仍希望能于11月
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期间与普京会晤。

这名消息人士说，安倍弃邀普京今秋访日主
要原因是迫于美国压力。美国政府指责俄罗斯插
手乌克兰局势，要求日本推迟邀请计划。权衡之
下，日本政府认为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步调保持一
致更加重要，决定不再邀请普京秋季访日。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虽然普京今秋访日无法
实现，但日本仍寻求安排他的访日行程，时间可能推
迟至明年春季或更晚。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安倍弃邀普京秋季访日

拉卡

新华社联合国9月23日电 2014年联合国
气候峰会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在峰会开幕式上呼吁国际社会采
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致力于在2015年达成一
项新的气候协议。

本次联合国气候峰会持续一天。包括120
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在内的政府、企业、
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代表将在会上发言。

联合国气候峰会开幕

这张由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
显示，9月23日，在阿拉伯湾的
美军导弹驱逐舰发射战斧导弹。

新华社/美联

代尔
祖尔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