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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东局势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报道，伊朗
军方发表声明称，8日在伊朗境内坠毁的
乌克兰客机是被伊朗军方“非故意”击
落，这一事故系“人为错误”导致。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11日发表声
明说，伊朗军方由于“人为错误”发射导
弹，击落乌航客机，“造成无辜者遇
难”，是“重大悲剧和不可饶恕的错
误”，伊方将确定和追究责任人并起诉。

在声明中，鲁哈尼代表伊朗就这起
事件“深表遗憾”，向遇难者致以“最诚
挚的哀悼”，“下令所有相关部门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赔偿”。
他还说，伊朗外交部将提供领事

协助，以确认和送还外籍遇难者遗体。
乌航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8日

早晨从德黑兰霍梅尼机场起飞，不久坠
毁，17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多
数为伊朗人和加拿大人，还包括乌克兰、
瑞典、阿富汗、德国和英国人。

事发前数小时，伊朗向驻伊拉克美
军基地发射导弹，报复美军3日空袭致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
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袭杀苏莱曼尼后，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4日在“推特”发文，警告伊朗不得
对任何美方人员或设施报复，否则美方
打击伊朗 52 个目标。这一数字代表
1979年伊朗学生冲击美国驻伊朗使馆、
扣押52名美方外交人员444天。

鲁哈尼则在“推特”上以1988年7月
3日美军舰错误击落伊航655航班的事
件反击特朗普的推文，写道：“那些提及
52这个数字的人也必须记得290这个
数字。伊航655。永远不要威胁伊朗。”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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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7日

乌克兰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
班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马来西
亚吉隆坡，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
乌克兰东部地区坠毁，298名乘客
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乌克兰政
府和东部分离武装相互指认对方
发射导弹击落客机。

2007年3月23日

索马里

白俄罗斯航空公司一架伊
尔-76型运输机在索马里首都摩
加迪沙起飞后不久遭火箭弹袭击
坠毁，致死至少11人。白俄罗斯
方面工程技术人员搭乘这架飞机
来到索马里，打算维修两周前遭
袭的另一架飞机。

2001年10月4日

黑海

俄罗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一
架图-154型客机从以色列特拉
维夫飞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途中
遭袭，坠入黑海，78人丧生。坠
机地点距离克里米亚海岸线大约
300公里。乌克兰方面大约一周
后承认，一枚地对空导弹误击这
架客机。

1988年7月3日

海湾

1988年伊朗与伊拉克战争期
间，美军在海湾上空误击一架伊
朗客机，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
部遇难，包括60多名儿童。伊朗
航空公司655航班当年7月3日
从伊朗起飞，前往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迪拜，在海湾上空被美国“文
森斯”号巡洋舰误当作战机而发
射导弹击落。事后美方向伊朗方
面赔偿1.018亿美元。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回顾四大
导弹击落飞机事件

新华社华盛顿1月10日电（记
者刘晨 刘品然）美国财政部10日宣
布制裁伊朗8名高官和矿业公司等，
以回应此前伊朗对驻有美军的伊拉
克军事基地实施导弹袭击，进一步减
少伊朗资金来源。

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被制裁的8名伊朗高官包括伊朗最
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阿里·沙姆哈
尼和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穆罕
默德·礼萨·阿什蒂亚尼等人。制裁
还涉及17家伊朗金属生产商和矿

业公司等。
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当天在白宫

记者会上说，被制裁高官均涉嫌参与
此前伊朗导弹袭击驻有美军的伊拉
克军事基地事件，对伊朗金属矿业等
实施制裁会大幅减少伊朗政府的资
金来源。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制裁对象
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
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白宫1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总
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授权财政

部制裁包括建筑、矿业、制造业和纺
织业在内的多个伊朗经济行业。声
明称，此举旨在进一步减少伊朗可用
于发展核项目、资助“恐怖主义”、施
加“恶意地区影响力”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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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朗媒体报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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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数十枚导弹以示报复。特朗普随

后表示，伊朗袭击并未造成美方人
员伤亡，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新的经
济制裁。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
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
制裁。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
出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了一系列对
伊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伊朗自
2019年5月起分阶段中止履行伊核
协议部分条款。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北约会扩容？特朗普想拉中东盟友“入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9日说，他支持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扩张规模，
把一些中东国家“拉入
伙”。德国国防部10日回
应，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
可能在2月开会商讨相关
提议。

特朗普9日在白宫对媒体说：“我
认为北约应该扩大，我们绝对应该囊
括中东（盟友）。”他不无调侃地说，扩
容后的北约或可更名“北约-中东”
（NATO-ME）或“北约+中东”。

特朗普说，他8日与北约秘书长
延斯·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时，已将
扩容及更名建议告诉后者。

西方国家为遏制苏联于1949年

成立北约，北约成员国由最初的12
个增至现今的29个。苏联和1955
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分别解体、解
散多年。

特朗普8日就伊朗袭击驻有美
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一事发表讲话，
呼吁北约加大对中东地区事务的介
入。他担任美国总统后，多次批评北
约内的欧洲盟友防务支出掏得太少。

前欧洲联盟顾问、美国全球政
策研究所所长保罗·席拉赫认为，对
特朗普将中东国家纳入北约保护伞
的提议，其他北约成员国不太可能买
账。他表示，对欧洲人来说，当前形
势不可控制、不稳定，“谁也不愿意在
前景难料的情况下同意承担义务”。

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领导层决
策圈内，对如何应对苏莱曼尼丧生的

讨论可能还在继续，或许强硬派会在
某个时间占上风，从而做出更多“回
应”动作。

有中东问题专家表示，相比于北
约扩容的想法，美国和伊朗应从对霍
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则的讨论等“小切
口”的务实举措出发，避免双方误判
对方意图，引发敌对行为。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北约+中东？ 欧洲会不会买账？

阿曼苏丹卡布斯去世
新苏丹宣布将延续前苏丹治国方略

据新华社马斯喀特1月11日电 阿曼国
家电视台11日报道说，阿曼苏丹卡布斯·本·
赛义德于当地时间10日晚去世，享年79岁。

卡布斯1941年11月生于阿曼南部地区
塞拉莱，是赛义德王朝第 13 位君主。他
1960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后在
英步兵团任中尉，1964年返回阿曼，并于
1970年7月登基执政。卡布斯没有子嗣，也
没有公开指定继承人。根据阿曼1996年颁
布的一项法令，其家族应在苏丹空缺3天内
指定一位继承人。

据阿曼通讯社11日报道，已故阿曼苏丹
卡布斯·本·赛义德的堂弟海赛姆·本·塔里
克·赛义德当天宣誓就职，成为阿曼新苏丹。

海赛姆在就任后发表的首次电视讲话
中强调，阿曼将继续执行使本地区远离冲突
与争端的政策，实现经济一体化，支持阿拉
伯国家联盟（阿盟），继续奉行睦邻互助和不
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继续遵守阿曼与其他
国家、组织签订的一切盟约。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11日承认，由于“人为错误”
发射导弹，8日击落乌克兰
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型
客机，致使176名乘客和机
组人员遇难。以下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来四大导弹
击落飞机事件的回顾：

制图/王凤龙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11日电（记者
张栩 柳伟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
日发表声明说，对8日击落乌克兰客机事
件负责。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
哈吉扎德在声明中说，在美国宣称将报
复打击“52处伊朗目标”后，革命卫队一
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事发时，导弹

操作员误认为乌克兰客机是“巡航导
弹”。操作员只有10秒钟时间决定是否
发射，加上通信故障等问题，操作员不幸
最终做出了错误决定。

哈吉扎德同时否认革命卫队有意隐
瞒事实真相，“我们只是在等待调查结
果，随后才能发表声明”。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1日发表

声明，敦促相关机构立即就可能存在的
不足展开全面调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一名不愿透
露姓名的42岁女医生对新华社记者说：

“我感到极度震惊，不敢相信是军方击落
了这架飞机。”她表示，正是因为美国长
期对伊朗极限施压，伊朗军方一直处于
紧张状态，最终导致了灾难发生。

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击落乌航客机负责

这是2013年11月18日在阿曼首都马斯
喀特拍摄的卡布斯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1 日开始对沙特阿
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等中东三国进
行为期5天的访问。同一天，作为日本向中
东派遣自卫队的第一批部队，2架P-3C巡逻
机奔赴中东。

分析人士认为，安倍在向中东派遣自卫
队的同时出访相关国家，主要是为了确保本
国能源安全，同时也有对美国和伊朗外交以
及国内修宪方面的考虑。但在中东局势吃紧
之际，日本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派兵之
举也引发诸多争议。

“和平外交”有私心

此次出访是安倍“中东外交”的最新动作。
安倍此前曾多次表示希望为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尽到外交努力”。他去年6月访问伊朗，12月又
与来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了会谈。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安倍大谈“和平外交”，
但缓解地区紧张只是旗号，实际目的还是确保
本国利益。日本在能源上对中东地区依赖度极
高，以往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也保持了
良好关系，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不符合其利益。

派兵中东存杂念

除了开展“和平外交”，为向中东派遣自
卫队做准备是安倍此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
安倍出发当天说，为确保日本相关船只航行
安全，有必要强化信息收集能力，基于这一观
点决定向中东派遣自卫队。

在内政上，安倍派兵中东存杂念。他一直
希望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扩大自
卫队海外派遣是摆脱“战后体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派遣行动成功也可为修宪创造氛围。

按计划，自卫队将在阿曼湾、阿拉伯海北
部以及曼德海峡执行信息搜集、保护航船等
任务。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海域靠近此次安
倍将访问的三国，自卫队在此活动需要取得
它们的理解。同时，沙特是地区大国，与美国
是盟国，与伊朗不和，日本要想在美伊之间

“左右逢源”也需要与沙特协调关系。

成果难期争议多

尽管安倍的出访加派兵之举算计得很
好，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目的还不好说。
针对安倍此次中东之行，有日媒评论说，日本
政府欲彰显外交能力，但在美伊间紧张局势
依旧甚至可能随时升级之际，很难期待访问
取得多少成果。

而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之举更是在日本国
内引发极大争议，民调显示反对者多于赞成
者。随着近期中东局势趋紧，对自卫队在中
东安全的担心不断上升。

日本国内反对派遣之声也随着中东紧张
加剧而高涨。在野党纷纷要求停止派遣，同时
批评安倍政府藐视国会、违反宪法。就连自卫
队内部也有人提出质疑表示：“在派遣之前，难
道不应该重新认真地分析一下形势吗？”
（据新华社东京1月11日电 记者郭丹 钞文）

国际观察

又出访又派兵

安倍欲在中东
“左右逢源”

这是1月8日在伊朗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的客机坠毁现场拍摄的飞机残骸。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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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华
盛顿白宫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