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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国际层面诉诸法律

伊朗可能用网络攻击报复美国

1月4日，伊朗德黑兰街头悬挂着印有被炸身亡的卡西姆·苏莱曼尼头像的海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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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杀苏莱曼尼

特朗普理由难服众特朗普理由难服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3日说，美方袭杀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

曼尼，缘于后者谋划对美方的袭击“迫近”。一些美国官员和分析师质疑，
特朗普所述理由意在使袭击“正当化”，但可能招致更大风险。

特朗普3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告诉
媒体记者：“苏莱曼尼谋划对美国外交官和军
事人员发动迫近的阴险袭击，但是我们在那
场行动中结果了他。”

美军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由
特朗普下令，杀死苏莱曼尼。

“我们昨晚采取行动以阻止战争，”特朗

普说，“不是发动战争。”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说，

美方掌握“令人信服且明确的情报”，证明苏
莱曼尼谋划暴力行动。他提醒，那些袭击仍
然有可能发生。

就伊朗方面可能的报复，特朗普警告，美
军对伊朗目标了如指掌。

一些美国官员怀疑来自苏莱曼尼的威胁
是否如特朗普所说那般“迫近”。

“我相信有威胁，”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
马克·沃纳说，“但我想问，它有多迫近？”

一名熟悉对美威胁情报报告的美国国
会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情报官员提交
国会的简报内容显示，有关伊朗在中东组织
对美方袭击“迫近”的说法遭“广泛夸大”。

美联社以曾经供职于乔治·W·布什、贝

拉克·奥巴马政府的多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尽管分属不同党派，上两任总统领导的政府
都对杀害苏莱曼尼态度谨慎。因为他们评
估，苏莱曼尼死亡和他活着一样危险。

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埃莉萨·斯洛
特金看来，前两任总统没有下令杀害苏莱曼尼
的原因很简单，即在他们看来，相比可能招致
的报复以及美方被拖入长久冲突的潜在风险，
袭击苏莱曼尼所获成效不值得美方冒险。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安全领域高级研究员
马克斯·布特在《华盛顿邮报》写道，苏莱曼尼
是美国1943年杀死偷袭珍珠港事件主谋、日
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以来，袭杀的最高级
别外国军事指挥官。

伊朗方面宣称将予以“强硬报复”，伊拉
克方面指认美方“侵略”，考虑赶走美军。

一些国会议员和国家安全分析师怀疑特
朗普政府是否对伊朗方面的报复和美军今后
在伊拉克处境做好准备。

美联社报道，伊朗掌握一系列回击选项，
包括军事选项和其他。美国在海湾地区驻军
人数数以万计，他们都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
之内。

为防范报复，以色列军方提高警备级别；
美国的欧洲盟友英国、法国和德国表达关
切。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与美
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通电话时说，美方做法

“违反国际法”，可能给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
招致严重后果。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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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反美情绪高涨
美军空袭伊拉克炸死伊朗高级将领卡西

姆·苏莱曼尼一事促使伊拉克国内反美情绪
高涨，政界人士要求驻伊美军走人，民兵组织
摩拳擦掌。

政界联手逐美
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阿迪勒·阿卜杜

勒-迈赫迪谴责美方袭击“侵略伊拉克”，
敦促国民议会召开紧急会议，“以立法手
段和必要规定保障伊拉克的尊严、安全和
主权”。

国民议会定于5日召开紧急会议。副议
长哈桑·卡比说，伊方将作出决定，“结束美国
在伊拉克的存在”。路透社预计会议将讨论
赶走驻伊美军的议案。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3日遭3枚
火箭弹袭击，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团体“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布·迈赫迪·
穆汉迪斯等多人身亡。

什叶派军事强人哈迪·阿米里3日说：
“我们呼吁所有力量团结，驱逐外国军队，他
们留驻伊拉克没有意义。”

阿米里涉足政界，在伊拉克国民议会领
导“法塔赫联盟”。“法塔赫联盟”和伊拉克什
叶派宗教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行走
者联盟”是国民议会两大党团。

萨德尔先前反对伊拉克卷入美国与伊
朗矛盾。他3日悼念苏莱曼尼，呼吁各方
理智行事，但要求支持者“做好准备保卫伊
拉克”。

路透社认为，如果“法塔赫联盟”和“行走
者联盟”都支持赶走美军，相关议案可能通
过。这两大政治势力同时暗示，如果无法经
由政治途径赶走美军，将使用武力。

民兵摩拳擦掌
“人民动员组织”要员哈迪·阿梅里呼吁

议员们“作出大胆决定，以清除在伊拉克的外
国部队”。

受美国制裁的民兵武装高层卡伊斯·哈
扎利呼吁支持者“高度警戒，以投入战斗、取
得胜利”。

民兵武装“真主旅”说，美军空袭杀死苏
莱曼尼将“奏响结束美军在伊拉克乃至中东
军事存在的序曲”。

按法新社的说法，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
袖萨德尔宣布重新集结麾下民兵武装“迈赫
迪军”。

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爆发，萨德尔同
年 7 月组建“迈赫迪军”。这支民兵武装
2004年与驻伊美军发生两次大规模冲突，曾
经是伊拉克主要武装组织之一，后来解散。

反美民意高涨
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

师雷纳德·曼苏尔看来，伊拉克反美民意高
涨，与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情形类似。

“反美的论调回来了，”曼苏尔说，“美
国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出这类侵略性举动，
所以这让人们想起美军侵占伊拉克时的
情景。”

曼苏尔说：“伊拉克人意识到，美国并不
是一个长期盟友，既不关心伊拉克，也不把伊
拉克当回事。”他估计，美军空袭巴格达机场
将增强伊拉克国内亲伊朗势力。“以往没有人
听得进去他们的反美论调。现在，他们似乎
有更多弹药和理由……”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费
萨尔·伊斯特拉巴迪认为，“定点清除”苏莱曼
尼以前，美国政府没有考虑伊拉克今后如何
维持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学者法纳
尔·哈达德说，一些人认为“定点清除”苏莱曼
尼有助于减少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但事实
很可能恰恰相反。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美媒：

美国将向中东增派
约3000名士兵

新华社华盛顿1月3日电（记者
刘品然 刘晨）据美国媒体3日报道，
美国准备向中东地区增派约3000名
士兵以应对地区威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五角
大楼官员和美军方官员确认美军将向
中东地区增派约3000人，他们将在中
东地区部署约60天。另据《华尔街日
报》当天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增
派士兵中的部分人员最快将于本周末
部署至科威特。

同日，五角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
明中说，美军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
旅此前已处于战备状态，目前该旅的
一个营已被部署至中东，该旅其余部
队将部署至科威特。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3日
凌晨遭3枚火箭弹袭击，至少8人死
亡，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马尼。美国
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总统特
朗普下令实施此次针对苏莱马尼的
袭击。

美国国务院3日发布针对美国
公民在中东国家的旅行预警，其中提
到美国公民应通过各种方式尽快离
开伊拉克。

伊朗国家电视台3日以外交部
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为消
息源报道，伊朗将追究美方炸死苏
莱曼尼的法律责任。

扎里夫说：“这明显是‘恐怖主
义行径’……伊朗将在国际层面启
动多种法律举措，让美国为刺杀苏
莱曼尼承担责任。”

伊朗告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依据国际法，伊方有权自卫。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
塔赫特·拉万希在一封信中写道，美
军炸死苏莱曼尼是“典型的国家恐
怖主义”，是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
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犯罪行为”。

苏莱曼尼是伊朗最有影响力
的军方人士之一，分管伊斯兰革命

卫队海外行动，以强硬姿态示人。
多家国际媒体解读，他的死讯可能
触发伊朗及其在中东所支持的武
装力量激烈报复。

古特雷斯“非常关切”近期中东
紧张局势。他的发言人法尔汉·哈
克3日在声明中说，这是多国领导
人必须保持最大程度克制的时刻，
世界无法承受又一场海湾战争。

多名网络安全专家3日提醒，
受伊朗支持的“黑客”可能利用恶
意软件攻击工厂、油气处理设施等
美国目标。

美国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多家金融
机构网站2012年和2013年遭“黑
客”攻击，网站服务中断。那之后，
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的服务
器遭“黑客”攻击，博彩和酒店服务
中断。美联社报道，那些“黑客”受

伊朗支持，目的是回应美国对伊朗
制裁。

美国、伊朗及相关国家2015
年签署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伊
朗针对美国目标的网络攻势减
弱。在美联社记者看来，美军炸死
苏莱曼尼“完全打破平衡”。

美国网络安全企业火眼公司
情报分析主任约翰·赫尔特奎斯特
认定伊方有机会发动具有破坏性
的网络攻击，担心伊核协议签署以

前的状况重现。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任分析师

夏丽蒂·赖特认为，伊朗可能针对
以色列和美国境内目标发动网络
攻击。

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官
员克里斯托夫·克雷布斯在社交媒
体“推特”提醒政府机构和企业更
新对受伊朗支持“黑客”网络攻击
的认知，“密切留意”关键系统。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法律渠道

网络攻击？

就美军炸
死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
官卡西姆·苏莱
曼尼，伊朗方面
3日回应，将在
国际层面诉诸
法律，让美国承
担责任。

多名网络
安全专家同一
天警告，伊朗报
复的方式可能
包括网络攻击。

多国敦促避免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美方3日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国际机场发起火箭弹袭击，造成包括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
苏莱曼尼（前译为卡西姆·苏莱马尼）等在内
至少8人死亡。多国当天发表声明，敦促各
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法国总统府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国总统马
克龙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局势。法俄
总统同意未来几天保持密切沟通，并呼吁各方
保持克制。马克龙还向普京重申，法国尊重伊
拉克主权和安全，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马克
龙和埃尔多安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
共同关切，认为有必要避免危险局势加剧。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苏莱曼尼领导的武
装带来进攻性威胁，在他身亡后，英国呼吁各
方降级冲突，“进一步冲突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叙总统巴沙尔·阿
萨德就苏莱曼尼在美军袭击中身亡向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鲁哈尼致慰问电，称将

“继续抵抗美国在地区的破坏性政策”。巴沙
尔还表示，袭击行动表明美国“持续支持恐怖
主义、散播混乱和不稳定”。

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叙利亚对伊拉
克和伊朗表示“完全同情和声援”，强烈谴责美
国发动袭击，美国对伊拉克的不稳定状况负有
责任，美方政策旨在制造紧张局势并在地区各
国助长冲突，“构成地区局势危险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