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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80名美军死亡、
约200人受伤

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日
援引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说，作为对美军打
死伊朗军事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报复
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日凌晨向驻有美
军的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数十枚地对地
导弹，行动代号为“苏莱曼尼烈士行动”。声
明还要求美国尽快从中东地区撤军。

伊朗外长扎里夫8日表示，伊朗向驻有美
军的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为“自卫措施”，伊
朗不寻求局势升级或战争，但伊朗将捍卫自
身免受任何侵略。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人员的话报道，伊朗当天对驻有美军
和其他外国军队的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发
动导弹袭击后，依据伊朗在伊拉克“消息源提
供的准确报告”，“至少80名美军死亡，另有
大约200人受伤”。

这名革命卫队人员说，“15枚导弹”击中
这座基地“多处重要地点”，摧毁“大量”无人
驾驶飞机和直升机。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伊朗8日说，作为报复行动，已向驻有美军的伊拉克
军事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日报道，当
天早晨，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德黑
兰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67名乘客
和9名机组人员共176人无一生还全部遇难。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公布了167名乘客
的姓名和出生年份，但没有公布他们的国
籍。各方对乘客国籍的报道差别较大。伊朗
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政府
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说，遇难人员中140多
人为伊朗公民，外国公民超过30人，其中11
人为乌克兰人。也有外电报道称，机上有82
名伊朗公民、63名加拿大人。包括机组人员
在内，共11名乌克兰人。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8日就该公司一架
客机在伊朗坠机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司总裁
德赫涅表示，该飞机飞行状态一直良好，最近
一次例行维护是今年1月6日。该航班机组
人员富有经验，基本排除操作失误导致客机
坠毁的可能。

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理贡恰鲁克当日表
示，乌克兰将自9日起暂停所有途经伊朗空
域的航班。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消息，乌克兰总理贡
恰鲁克当日在基辅表示，在坠机事件原因查
明之前，乌克兰将自9日起暂停所有途经伊
朗空域的航班。他希望尽快查明坠机事件的
原因，并呼吁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

霍梅尼国际机场位于首都德黑兰市中
心以南40公里处，是伊朗最大的机场。据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公布的信息，该飞机为
波音737-800机型，2016年交付该公司，并
运营至今。

美国下一步还会如何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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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

喷发复仇火焰
伊朗开打了

中国外交部“领事直通车”提醒

在伊朗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成欣）外交

部“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8日发布消息，
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近日，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
伊拉克遇袭身亡。8日凌晨，伊朗革命卫队发表
声明说，向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
和机构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提高警惕，注
意安全防范。如遇危险或突发情况，请及时
报警并与中国驻伊朗大使馆联系。

伊朗紧急求助电话：火警：125，警察：
110，急救：115；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
应急热线（24小时）：+86-10-12308 或+
86-10-59913991；中国驻伊朗大使馆领事
保护与协助电话：+98-9122176035。

美国联邦航空局：

禁止本国民航客机
进入两伊空域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邓仙来
孙丁）美国联邦航空局7日通知本国航空公

司客机不得进入伊拉克、伊朗空域及波斯湾、
阿曼湾水域上空飞行。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日凌晨（美国东
部时间7日傍晚）向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
两个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以报复美军打死
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

美国联邦航空局在相关通知中说，联邦
航空局将密切关注中东事态，继续与国家安
全相关部门协作，并与美国各航空公司及国
外民航部门分享信息。

本月3日，美军动用无人机在伊拉克巴
格达国际机场上空实施空袭，炸死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7日，伊朗议
会通过紧急动议，将美国军队和五角大楼列
为恐怖组织。

在向伊拉克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
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方“还
手”，“任何发起对伊朗攻势的地点将成为伊
朗的打击目标”。

伊朗8日凌晨向伊拉克境内两处美军所用基
地发射多枚导弹，以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
领苏莱曼尼遭美军无人机袭杀。伊朗为何选择
这两处基地？

受袭击的基地，一处是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
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距首都巴格达大约160
公里，为伊拉克武装部队和驻伊美军共用。美国
总统特朗普2018年12月到访阿萨德基地。它是
美国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
权后占领伊拉克使用的第二大军事基地，次于距
离巴格达以北大约80公里的巴拉德空军基地。

驻伊美军规模2007年11月到达顶峰，多至
17万余人，随后开始逐步撤离，2011年11月结束
撤离行动，同时把巴拉德基地归还伊拉克空军。
不过，截至去年夏天，至少仍有数百名美国国防
承包商雇员驻扎在巴拉德基地。

另一处基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
首府埃尔比勒，美国在当地设有驻伊领事馆。
2015年以来，美国加大对库尔德自治区四省境内
的军事投入，包括派遣更多军机和人员，在埃尔
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等地区修建新的军事设施，理
由是与库尔德人协同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
织。此举引起伊拉克政府不满，担心美军帮助壮
大伊拉克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力量。

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11月感恩节突然造访
阿萨德和埃尔比勒基地，慰问驻伊美军，同时安
抚被特朗普一项决定“伤心”的伊拉克库尔德
人。特朗普先前宣布美军将从叙利亚北部撤离，
被解读为“出卖”盟友、即叙境内库尔德武装，放
弃保护后者免受土耳其军事打压。

目前驻伊美军仍有5000人左右。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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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8日
谴责伊朗当天的导弹袭击行动，呼吁各
方保持克制，不要将该地区拖入战争。

伊拉克总统办公室 8日发表声
明说，萨利赫非常关切地区事态发
展，谴责伊朗对伊拉克领土上的军事
基地进行导弹袭击，拒绝侵犯伊拉克
国家主权并将伊拉克变成冲突各方
的战场。

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阿卜杜勒-
迈赫迪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向
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前，
曾就这一情况通知了他本人，但未透
露空袭基地的具体地点。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8日发表
声明说，当天凌晨，伊拉克遭到22枚
导弹袭击，其中17枚落在位于安巴尔
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另外5枚落在
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
比勒市的国际联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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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伊朗导弹袭击
侵犯伊拉克主权

1月8日，在伊朗德黑兰郊外，人们在坠
机现场查看飞机残骸。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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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伊拉克美军阿萨德空军基地。新华社发

驻伊拉克美军埃尔比勒基地。新华社发

叙利亚媒体8日报道说，美军当天
从叙东北部哈塞克省两个基地撤出，准
备前往伊拉克境内。

据报道，约40辆载有武器装备的卡
车从哈塞克省东北部马利基耶地区一处
美军基地撤出，另有50辆装有武器和补
给的卡车从该省南部舍达迪市一处美军
基地撤出。两批美军正向哈塞克省东部
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集结，准备进
入伊拉克境内。

报道指出，美军是在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向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实
施导弹袭击之后数小时开始撤离行动的。

2019年10月，土耳其武装部队对
叙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发起代号为“和平
之泉”的军事行动。同月，美国总统特
朗普下令让约1000名美军撤出叙北部
地区，但表示美军将保留少量驻军以确
保叙境内油田的“安全”。

(据新华社巴格达1月8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1月8日电（记者刘晨 刘品然）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发表电视讲话说，无美方人员在伊朗对伊拉
克军事基地的袭击中伤亡。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

特朗普当天上午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伊朗似乎“收手”了，这对于相关各方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件“好
事”。他说，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美方不想使用武力，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是最佳威慑手段。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说

无美方人员在袭击中伤亡
美方将立即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

伊 朗 此 次
行动没有造成
美军人员伤亡，
所以美国有可
能采取忍让态
度，直接与伊朗
开战显然不符
合美国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8
日发表电视讲话说，无
美方人员在伊朗对伊
拉克军事基地的袭击
中伤亡。美方将立即
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
制裁。如果美伊双方
适时收手，悬崖勒马，
中东危局仍可缓解。

美国对伊朗采取“对
等”军事打击行动，既达到
报复伊朗袭击的目的，又不
至于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
级、失控。为此，美国必须
精心选择针对伊朗的打击
目标，并确保军事打击不会
造成太大人员伤亡。

美国对伊
朗的军事还击
行动超出“对
等 ”程 度 ，但
避开伊朗核心
目标，以达到

“震慑”伊朗的
目的。

美 国 刻
意攻击伊朗
核心目标，企
图达到一举
让伊朗屈服
的目的，但结
果很可能适
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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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邵杰）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包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