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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对美相继两伊对美相继““出招出招””

中东离开打还有多远中东离开打还有多远？？

伊拉克国民议会5日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有关结束美国等外国军队在伊拉克
驻扎的决议。同一天，伊朗政府宣布完全中止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和伊朗上述决定是对美国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定
点清除”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等一系列行为的反制。美国对此很可能强硬应对，
中东紧张局势恐将进一步升级。

驻伊拉克美军尴尬了

伊拉克议会5日通过决议
要求伊拉克政府结束任何外国
军队在其领土上驻扎。决议还
呼吁伊拉克政府以外交部长为
代表向联合国控诉美国严重侵
犯伊拉克主权与安全的行为，
并对美国空袭情况进行最高级
别调查。

分析人士指出，2003 年美
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
社会陷入动荡，当地反美情绪
一直存在。苏莱曼尼和伊拉克
什叶派民兵武装高官穆汉迪斯
遭美军火箭弹袭击身亡后，伊
拉克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与伊
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政
治势力长期在议会谋求废除允
许美国驻军的双边协议，苏莱
曼尼之死正好提供契机。

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萨
巴赫·谢赫表示，伊拉克国内亲
伊朗的政党利用苏莱曼尼死后
伊拉克国内高涨的反美情绪，
推动议会通过驱逐驻伊美军的
决议，标志着伊朗势力在伊拉
克渐占上风。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
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唐志超也认
为，伊拉克议会通过要求美军
撤离的决议，实际上明确宣示
站在伊朗一边反对美国，意味
着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对伊拉
克政策的彻底失败。美军在伊
拉克将处于尴尬境地，伊拉克
境内各反美势力也获得了驱逐
和打击美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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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1月5日电 伊朗
政府5日宣布进入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的第五阶段即最后阶段，放弃伊核
协议中的最后一项关键限制，即“对
离心机数量的限制”。

伊朗多家媒体报道援引伊朗政

府声明说，伊朗的核计划将不再受
到任何实际限制，包括铀浓缩水平
和纯度、浓缩物质的数量和研发活
动，伊朗核计划将根据自身的技术
要求推进。

声明说，伊朗将继续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保持合作。如果制裁解除并
且伊朗经济利益得到保障，伊朗将准
备重新履行伊核协议承诺。

2018年 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随后美
国政府陆续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

伊严厉制裁措施。作为对美国单
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反制，自2019
年 5月起，伊朗已先后分四个阶段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涉及
伊朗浓缩铀和重水储量限制以及
铀浓缩丰度限制。

本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
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
军空袭身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
伊随后发表声明说，伊朗方面将对这
起事件进行“强硬复仇”。

伊朗宣布完全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伊拉克国民议会5日举行特
别会议，通过有关结束外国军队
驻扎的决议。

针对美军在伊拉克领土上公
然击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伊
拉克看守政府总理阿卜杜勒-迈赫
迪当日作出姿态强硬的回应：明言
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伊拉克领土。

主人下了逐客令，客人却“赖
着不走”，并且义正词严。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5日说，如果伊拉克
以“不恰当”方式要求美军撤离，美
国将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制裁。

伊拉克境内驻扎着大约5000
名美军士兵，与伊拉克正规军共
同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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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

中方对当前中东事态
高度关切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记者朱超）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6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事态
高度关切，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维护
中东海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当前
美伊矛盾升级。美方称如果伊朗袭击任何美
公民或资产，美方将对伊朗52个目标实施打
击。伊朗方面称，美在地区大约35个目标均
在伊打击范围内。中方如何看待当前事态？

耿爽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确保该地区和平稳
定，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强权政治不得人心，不可持续。”耿爽
说，美方日前的军事冒险行为，违背了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动荡。中
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军事手
段没有出路，极限施压根本行不通。

耿爽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切实遵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
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应当得到维
护。敦促美方不要滥用武力，呼吁有关各方
保持克制，避免事态轮番升级，尽快回到对话
协商的轨道上来，推动紧张局势实现降温。

“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维
护中东海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
用。”他说。

“选边”美伊压力大
欧洲难做“和事佬”

欧洲国家外交官敦促美国方面解释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
为何构成“紧迫威胁”，否则欧洲盟友难以支
持美方空袭之举。

美国《华尔街日报》5日报道，美方派无
人机在伊拉克境内击杀苏莱曼尼，事先没有
知会欧洲盟友，让欧洲国家领导人立场尴
尬。美国和伊朗关系日趋紧张，美方施压欧
洲盟友明确“站队”，欧洲左右为难。

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分析师雷切尔·
里佐认为，欧洲在美伊之间保持外交平衡的
空间越发狭小。

一方面，欧盟希望挽救伊核协议，但无法
阻止美方针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单边行动；
另一方面，欧盟希望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但
公开力挺美国可能危及欧洲驻扎在中东地区
的部队安全。

德、英、法三国政府首脑5日发表联合声
明，呼吁美方“克制”，同时敦促伊拉克政府继
续支持外国联军驻伊。《华尔街日报》解读欧
洲国家的忧虑：美国和伊朗一旦发生直接军
事对抗，可能触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集体防御条款，欧洲国家被迫介入军事对抗；
持续动荡可能催生中东地区涌向欧洲的新一
波难民潮。 徐超（新华社微特稿）

美伊剑拔弩张
油金见风齐涨

美国与伊朗关系剑拔弩张，促使国际原
油价格北京时间6日延续3日以来上涨势
头，伦敦布伦特油价突破70美元关口。同
时，黄金价格涨至近7年来新高。

截至北京时间6日9时许，3月交付的布
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升至每桶70.04美元，在
欧洲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上涨 2.2%至每桶
70.11美元。英国伦敦交易的原油期货价格
3日以来连续上涨大约6%。

一些分析师判断，鉴于油价去年已攀升
23%，继续上升空间不大。

全球避险情绪高涨促使金价攀升至
2013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北京时间6
日近9时，黄金现货价格大涨2.3%至每盎司
1588.13美元，交易价格达每盎司1569.9美
元。黄金期货价格大涨 2.5%至每盎司
1590.9美元。钯金、铂金和银价同时上扬。

彭博社报道，美军3日炸死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
曼尼进一步促使投资者避险，导致金价猛涨。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菲律宾军方做好准备
随时从两伊撤离务工人员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5日召
开紧急会议，命令军方做好派遣飞机和军舰
的准备，以便协助在那里务工的菲律宾人随
时撤离。

美军炸死伊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
尼触发中东局势紧张。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
谋长费利蒙·桑托斯说，军方已经明确可能的
撤离路线，不仅在伊拉克和伊朗，还包括以色
列等其他热点地区。

按照菲律宾国防部发布的数据，超过
7000名菲律宾人在伊拉克和伊朗务工，其中
一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驻伊拉克的外交和商
务机构工作。在伊拉克和伊朗务工的菲律宾
人仅占在海湾地区务工总人数的一小部分。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空袭一时爽？

美国准备好付出
四大政治代价吗？
伊朗5日宣布将不再受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约束，触发欧洲

国家外交官担忧伊核协议“几近死亡”。
梳理过去几日美国与伊朗等方面动作，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决

定消除伊朗军方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威胁，强力展示军事威慑，有
可能付出不小的政治与外交代价。

西方盟友合作意愿消退

欧洲国家仅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强调“更多冲突不符合我们的利
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抱怨欧洲“不给力”，给予美方
的支持不及预期；《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中东盟国乐于看到美方打压伊
朗，同时担忧自身成为伊朗报复对象，大多数对事件保持沉默。

“钱不能白花”
特朗普说，驻扎伊拉

克的美军基地“极端昂
贵，投入数以十亿计美元
建成”，“他们不把钱还回
来，我们就不走”。

美总统和国务卿：驻伊美军“不能撤”三大理由

“美国对伊拉克有恩”
美国务卿蓬佩奥5日

借福克斯新闻台说：“我方
一直驻扎在伊拉克，一直支
持伊拉克主权，一直帮伊
拉克人民打击恐怖威胁”。

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军撤离 特朗普威胁大规模制裁

美军“赖着不走”伊拉克“送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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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民众需要我们”
蓬佩奥说，阿卜杜勒-迈赫迪当前身

份是“代总理”，言下之意“说了不算”。
“我们相信伊拉克人民想要美国继续驻
扎在那里、继续反恐斗争，我们也会竭尽
所需手段，保障美国安全。”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制图/陈海冰

伊核协议进一步走向崩溃

美联社认为，伊朗方面声明是这一中东国家迄今发出的最清晰核扩散
威胁，将加剧中东军备竞赛和地区紧张局势。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一节点
宣布伊朗摆脱伊核协议约束，有利于伊朗一定程度博得外界理解。

B 伊拉克国民议会表决“驱逐”美军

美国政界不少观点认为，美军从伊拉克撤离是苏莱曼尼之死可能带来
的最深远政治后果之一，冲击美国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努力，并让
伊拉克进一步纳入伊朗影响力范围。

D 伊朗从内部危机转向同仇敌忾

《华尔街日报》认为，苏莱曼尼之死的另一重大影响，是扰乱美国打压
伊朗的战略。受美经济制裁、国内燃油补贴下降等因素影响，伊朗近期爆
发示威，美方原本期待从内部分化伊朗，但公然暗杀伊朗高官无疑点燃伊
朗民众反美情绪。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伊核协议危险了

同样在5日，伊朗政府宣布进入中止
履行伊核协议的第五阶段即最后阶段，放
弃协议中的最后一项关键限制，即“对离
心机数量的限制”。伊朗政府声明称，伊
朗的核计划将不再受到任何实际限制。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此举是针对美
国打死苏莱曼尼的反制，是以伊核协议
为筹码对美施压。唐志超说，伊朗方面
清楚，美国最为忌惮的就是伊朗拥核，
以前奥巴马政府愿意与伊朗达成核协
议，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方认为必须尽
快冻结伊朗核计划，因此核问题是伊朗
用来震慑美国最有力的牌。

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并未给伊核协
议“判死刑”，而是留了一定余地。在宣布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同时，伊朗也表示将
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并称如
果制裁解除并且伊朗经济利益得到保障，
伊朗将准备重新履行伊核协议承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理查德·奈
菲尤说，伊朗愿意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
构合作，表明伊朗仍然希望向国际社会
展现善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
问题专家李国富认为，伊朗此举一方面
是向美国发出警告，一方面是在拉拢欧
洲继续维护伊核协议。

美国恐将“硬碰硬”

针对伊拉克议会的撤军要求，美国
总统特朗普威胁说，伊拉克政府需要为
美军的长期驻扎付费，否则美军不会撤
出。他还称，就算美军以后撤出伊拉克，
美国也将大规模制裁伊拉克。

对于伊朗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目前美国官方还未做出表态，但此前美
方已经对伊朗做足强硬姿态。特朗普警
告伊朗说，若伊朗袭击美方人员或设施，
美方将对伊朗52个目标实施迅猛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与伊朗的对抗正
日益尖锐，逐渐从“代理人”模式转为直接
冲突。两国矛盾不仅将影响伊拉克的安全
稳定，还可能外溢到中东地区其他国家。

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矛盾升级，欧洲
国家纷纷开展斡旋活动。英法两国领导
人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德国提议提前召开
欧盟外长会以迅速拿出应对办法，欧盟也
向伊朗外长扎里夫发出访问邀请。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
究室主任赵晨认为，欧洲能做的十分有
限，只能是缓和紧张局势。由于欧盟不
敢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即使成功
邀请扎里夫访问，也很难取得实际成果。

（据新华社巴格达1月6日电 记者
张淼 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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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伊朗民众日前在
德黑兰举行抗议活动，并在一
清真寺前焚烧美国和以色列
国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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