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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三国军事打击叙利亚

“一次性”抑或“持续”打击？

特朗普在宣布打击叙利亚的电
视讲话中，将之与日前发生在叙利亚
东古塔的“化武袭击”挂靠起来，称美
军的行动旨在对生产和使用化武者
产生“强力威慑”。

同时，法国总统府发布新闻公报
说，这一行动旨在打击叙政府生产和
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而英国首相
府发表的声明强调，此次打击并非对
叙利亚内战的干预，也不是要更迭叙
利亚政权。

美国军方对此次打击的目标、性
质及规模也有表态。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邓福德称，美军打击目标指
向“叙政府化武研发、储存设施以及指
挥中心”。美国防长马蒂斯当晚也强
调，此次美军行动旨在降低叙利亚制
造化武的能力，并不打算扩大打击范
围，当天的行动是“一次性”打击。

但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美方准
备对叙利亚进行“持续打击”，直到叙
政府停用“化武”。

曾任美国驻伊拉克和土耳其大
使的资深外交官詹姆斯·杰弗里认
为，与去年4月美对叙发动的空袭相
比，此次军事打击规模更大，且特朗

普表示可能会有后续行动。他认为，目
前需要密切关注俄罗斯、伊朗方面的反
应，以观察事态是否会持续扩大。

美鹰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
研究员贝赫纳姆·本·塔莱卜卢认为，
美军空袭叙利亚将目标严格限定在
与“化武”相关的目标上，这显示出特
朗普政府并不打算扩大打击范围，只
是希望借此完成“威吓”作用。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
究员殷罡则认为，类似空中打击可能
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天打两下，明天
打两下，以达到压制叙政府的目的。

叙局势更趋复杂

这是特朗普任内第二次借口疑
似化武袭击下令对叙实施军事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被美方等指称
发生化武袭击的东古塔地区是叙反
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周边的最后要
塞。“化武”新闻出现之际，东古塔地
区叙反政府武装的撤离行动正在收
尾。叙外交部官员指出，每当叙政
府军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取得
进展时，就会出现声称叙军使用化
武的不实指控。

有分析指出，美英法对叙发动军
事打击无疑会使叙利亚局势更加动

荡，给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制造更
多、更复杂的障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
所所长滕建群认为，当前叙政府军正
在继续收复失地，美英法军事打击会
给反政府武装提供喘息机会，这将使
叙局势更加复杂。

美智库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
斯认为，这次打击仅限于叙化武问题，
不会改变美对叙政策不明的现状。

美国媒体则指出，此次行动有可
能令美军在叙利亚问题中“越陷越
深”，这与特朗普此前提出尽早将美
军撤出叙利亚的目标相悖。

美俄博弈加剧

此次行动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
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关系
更趋恶化。

特朗普在13日晚的讲话中指责
俄罗斯须对叙出现“化武袭击”负
责。俄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
则指出，美英法是在“演出事先设计
好的剧情”，三国将为对叙实施军事
打击“承担后果”。

在美英法对叙发动打击前夕，俄
罗斯总统普京13日在与法国总统马
克龙通话时强调，在东古塔地区发生

疑似化武袭击问题上，应继续展开细
致和客观的调查。在调查结束前，有
关各方应避免做出毫无根据的指
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早
些时候也表示，军事手段绝不是解决
冲突的方式。

分析人士指出，无视国际社会反
对，美英法单方面发起军事行动，无
疑将重创与俄关系，美俄对抗加剧或
将不可避免。此外，美英法的做法也
对中东局势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带
来了负面冲击。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
钊认为，此次打击之后，美俄在叙利
亚以及在中东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美国军事卷入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
观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下一步
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

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张弘表示，此事将使俄美关系
进一步恶化。美国此举试图降低俄
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美俄今后可
能在“新冷战”中越陷越深。

他同时认为，俄罗斯和美国直接
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很低。对于美英
法此次行动，俄罗斯会反击，但选项
并不多，更有可能采取“声东击西”或
利用“代理人”的方式向美国等施压。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14日电
（记者郑一晗）叙利亚官方媒体14日
说，当地时间14日凌晨，美国、英国、
法国对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叙方已
对“来自三国的侵略作出回应”。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位
于首都大马士革东北部拜尔宰地
区的科学研究中心遭到袭击，叙军
方在中部省份霍姆斯的多个军火
库也成为袭击目标，但大马士革国
际机场未遭到袭击。

当地时间14日凌晨4时左右，
记者在大马士革市中心附近不时
听到巨大爆炸声，远处有从地面飞

向天空的红点，疑似叙防空部队从
大马士革周边进行防空拦截。同
时，大马士革周边多地升起浓烟。

早晨6时左右，新华社记者在
空袭结束后在大马士革街头看到，
民众情绪平静，秩序基本如常。有
部分民众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声援
叙利亚政府和军队。

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叙利亚军
方防空系统对“来自美国、法国和
英国的侵略作出回应”，在大马士
革附近拦截了13枚导弹。

另据叙利亚通讯

社报道，拜尔宰地区的科学研究中
心遭到多枚导弹袭击，造成包括教
学中心和科学实验室在内的建筑
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对霍姆斯
的袭击造成3名平民受伤。

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日
前据称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
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件发
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
府动武。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4日就美国、英国、法
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答问时说，中方
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有
关方面应回到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

华春莹说，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
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尊重各国的主
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任何绕开安理

会采取的单边军事行动都有悖《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国际法
原则和基本准则，也将给叙利亚问题
的解决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华春莹表示，中方敦促有关方面
回到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问题。

针对美等三国表示采取军事打击
是针对叙利亚发生的化武袭击事件，

华春莹说，中方认为，应对叙利亚疑似
化武袭击事件进行全面、公正、客观调
查，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可靠结
论。在此之前，各方不能预断结果。

“中方认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
问题唯一现实出路。国际社会有关
各方应继续支持联合国斡旋主渠道
作用，共同为推动叙问题最终得到妥
善解决付出不懈努力。”华春莹说。

谈及中国在叙利亚公民情况，以
及他们是否受到了空袭影响，华春莹
说，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他们的安危，
驻叙使馆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目
前，在叙中国公民都安全。

美国东部时间13日晚，美国总
统特朗普宣布，已下令美军联合英
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
准打击”。

中国外交部回应美、英、法对叙空袭：

敦促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新华社莫斯科4月14日电（记者

王晨笛）俄罗斯总统普京14日表示，美
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是
侵略行为，俄罗斯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
当天在声明中说，美国在其盟友的
支持下对叙军用和民用设施进行武
力打击的行动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
会授权，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
际法的侵略行为。美方举动将为恐
怖分子创造有利条件，并再次加深
当地人道主义危机，甚至将导致新
一轮难民潮。

普京指出，此次袭击与去年美国
借口叙政府“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对
叙沙伊拉特军用机场发动武力打击
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近日的“化学武
器袭击”问题上，俄军医和防化专家
已进入叙东古塔地区杜马市展开调
查，并未在现场发现有毒物质和伤
者。随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也将派
遣相关专家进入事发地调查。但西
方国家对调查结果“置之不理”并在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公布调查结果前
开展了军事行动。

普京说，俄罗斯对美国及其盟友
的侵略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将召集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召开紧急会议。

普京：

美国及其盟友
军事打击叙利亚
是侵略行为

新华社德黑兰4月14日电（记者
马骁 穆东）伊朗外交部14日发表声
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法国
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

声明说，“这一侵略行为显然违反
国际法，侵犯了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
整”，美国及其盟国在没有任何证据证
明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
下侵略叙利亚，“他们要为自己的冒险
行径负责”。

声明强调，在叙利亚境内恐怖分子
节节败退的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国的军
事行动“将助长恐怖分子的士气”。

伊朗强烈谴责
美英法对叙利亚
进行军事打击

美国“有限打击”
蕴藏“擦枪走火”风险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4日报道说，当地时
间14日凌晨，美国等国对叙首都大马士革发
起军事行动。

有分析指出，美方将此次行动定性为一次
性的精确打击，这表现出避免事态扩大的意愿，
但美国及盟友将大量军力调动至叙利亚周边，
使地区形势空前紧张，美俄在叙战场“擦枪走
火”的风险上升。

美英法联手打叙 美俄博弈加剧
国际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宣布，已下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
俄罗斯驻美使馆随后发表声明说，美英法三国将为对叙实施军事打击付出代价。

分析人士指出，美英法对叙发动军事行动，将使叙利亚动荡局势持续升级，并将对中东局势、美
俄关系带来严重影响，不排除美英法与支持叙当局的俄罗斯碰撞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环球军情

升级版“有限打击”

去年4月，美国为回应所谓“化武袭击”，
曾向叙境内一军用机场发射59枚巡航导弹。
与去年美国“单干”相比，本次军事行动由美国
与英国、法国共同发起，对叙利亚政府多个军
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无论是打击目标、力度、参
与人员、武器装备水平等均有显著提升，被观
察人士称为升级版的“有限打击”。

新华社记者在大马士革市中心附近不时
听到巨大爆炸声，上空升腾起火光和浓烟。远
处有从地面飞向天空的红点，疑似叙防空部队
从市郊卡松山方向进行防空拦截。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
表示，此次对于叙利亚的精准打击目标有三个，
分别是大马士革附近一个科研中心、霍姆斯以
西的一处化武储存中心，以及靠近第二个目标
的一处化武储存和军事指挥综合体。

据美方通报，美军此次依然使用了“战斧”
巡航导弹，同时动用了战机和舰队，攻击了叙境
内三个据称与化武有关的设施。据美国防部长
马蒂斯说，美国此次动用的武器数量是去年4
月袭击叙机场时的两倍。叙利亚方面则称，叙
方发射地对空导弹，击落十余枚巡航导弹。

尽管此次袭击在规模、武器等方面较以往
有所升级，但三国联军仍然采取了境外发射精
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表明进攻方有意控制
战争风险和成本，避免扩大战争规模，减轻遭
受国际社会谴责的压力。

避免“擦枪走火”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指出，此次打击“精
确”且“适当”，是一次性打击。他说，目前尚没
有更多对叙打击计划，但如果巴沙尔政府再次
使用化武，则另当别论。

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在叙利亚周边特别是地
中海部署了大量“杀器”，包括航空母舰、“伯克”
级驱逐舰、“俄亥俄”级核动力攻击潜艇、F／A18
战机、E－2C预警机、E－6B电子战飞机等，以及

“战斧”巡航导弹、“鱼叉”反舰导弹等。
军事观察家认为，加上中东地区军事基地

的支援，美军针对叙利亚已具备完成中小规模
军事行动的能力。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
安全研究所胡欣博士认为，美方不愿与俄罗斯
正面交锋，将极力避免袭击俄罗斯在叙利亚的
军事存在。俄方此前也强硬表态，如果俄军基
地人员受到袭击，便会击落来袭导弹甚至反击
包括飞机军舰在内的发射平台。

邓福德也表示，此次联合行动虽未提前通
知俄罗斯，但俄美军方曾通过常用沟通渠道进
行沟通，以避免双方军队发生冲突。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特朗普威胁将对叙
利亚进行军事打击之后，叙利亚空军一部分飞
机及人员已重新部署至俄罗斯设在叙利亚的
赫迈米姆空军基地。俄媒将这一部署称为俄
方“为叙利亚军队作盾牌”。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记者 刘莉莉 赵嫣）

叙利亚指责美国等国对叙

4月14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叙政府支持者在街头抗议美国等国对叙发起军事行动。 新华社/美联

发动侵略

新华社莫斯科4月14日电 俄军总参谋部
行动总局局长鲁茨科伊14日表示，美英军当天
共向叙利亚目标发射103枚巡航导弹，叙防空
兵用苏联生产的防空武器成功击落其中71枚。

鲁茨科伊当日在俄国防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发布了侦察通报。鲁茨科伊说，俄在俄
驻叙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部署的防空系统通过持续侦察发现，当日位于
东地中海上空的美军F－15、F－16战机和英
国“狂风”战机，以及美军停泊在红海的“拉布
恩”号驱逐舰和“蒙特雷”号巡洋舰向叙利亚目
标共发射103枚巡航导弹。俄防空系统及时
发现了上述导弹的发射并追踪其飞行轨迹，但
未发现法军参与此次对叙空袭。

俄侦察通报显示，为拦截美英导弹，叙利
亚防空兵动用了苏联制造的 S－125、S－
200、山毛榉等型号防空导弹。

鲁茨科伊说，由于所有美英导弹均未飞入俄
防空区，因此俄未动用其防空武器。俄驻叙防空
兵目前处于战斗状态，部分俄战机在空中执勤。

他还表示，近一年半以来，俄专家帮助叙
军改进了防空系统并对叙防空兵进行了良好
训练。“14日的战况说明，俄方可以考虑向叙
军提供S－300型防空导弹。”

鲁茨科伊说，美英发动此次导弹攻击恰逢叙
政府准备协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对杜马
镇的所谓“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进行调查之时。
西方国家此时空袭说明其对于客观调查“化武
袭击”毫无兴趣，无意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而只想
破坏叙问题解决进程，阻挠中东形势恢复稳定。
据他介绍，目前叙首都大马士革和其他城镇局势
稳定，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叙局势发展。

俄军侦察通报：

美英发射103枚导弹
被叙军击落71枚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当地
时间14日凌晨，叙利亚境内政府和
军方多处目标突遭美国、英国和法国
三国联合空袭，目前人员伤亡及设施
损失情况尚无法确认。国际社会对
此高度关注，一些国家支持三国对叙
利亚发动军事打击，联合国和多数国
家则敦促相关各方保持克制，寻求通

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13日

晚下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两国军事
力量对叙利亚政府和军事设施进行
精准打击，以此作为对叙利亚政府在
国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袭击”的
回应。他强调，美方准备进行持续打
击，直至叙政府停止使用化学武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4日发表
声明强调，此次军事行动意在阻止化
学武器给无辜人民造成伤害，以及在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方面维护国际准
则，此举符合英国利益。梅强调，此次
军事行动并非干预叙利亚国内冲突，
也不是为了造成叙利亚政权更迭。

法国总统马克龙14日在新闻公

报中强调，此次军事行动旨在打击叙
利亚政府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的能
力，法国及其合作伙伴将自14日起在
联合国框架下致力推动建立一个国际
机制，以防止叙利亚政府在国内冲突
中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犯下罪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晚
发表声明，强调密切关注美英法联合

军事行动，敦促安理会成员团结起
来，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避
免任何可能导致叙利亚局势升级和
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更多苦难的行为。

沙特、土耳其、德国、荷兰以及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等对美英法三国军事打
击叙利亚行动表示支持或“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