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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1日晚，控制利比亚东部的利
比亚国民军武装宣布在包括首都的黎
波里在内的西部地区有条件停火，自当
地时间 12日零时 1分起，如果另一方遵
守，停火便生效。冲突另一方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随即也宣布，12日零时零分
停火。此次有条件停火，由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在伊斯
坦布尔举行会晤时提出。

自2011年以来，利比亚长期处于动
荡之中，由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
结政府控制着包括的黎波里在内的利
西部地区，由军事强人哈夫塔尔统帅的
利比亚国民军控制着利东部地区，两大
政权各自为政，较量不断。

此前，针对土俄提出的停火提议，
国民军虽表示欢迎莫斯科积极推动
利比亚和平与稳定，但明确拒绝了停
战协议。国民军当时的强硬表态一
方面是由于其在战场上频频获利，另
一方面是因为沙特、阿联酋、埃及等
国 的 支 持 为 其 提 供 了 坚 强 的 后 盾 。
而民族团结政府的军事力量虽逊于
国民军，但它是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
唯一政权，在国际上享有合法性，土
耳其的支持也将使其军事实力有所
改善。东西双方互不退让导致战争
长期处于胶着状态。

在国际层面，利比亚是域外国家在

北非博弈的主战场，利比亚问题始终牵
动多国的敏感神经，各国虽称希望利比
亚问题和平解决，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的战略考量。

自土耳其决定出兵以来，俄罗斯与
土耳其、卡塔尔、沙特、德国积极接触，
一是为了发挥俄罗斯在解决地区事务
中的斡旋作用，二是确保俄土在能源等
多领域合作不受利比亚局势的牵绊。
希腊、塞浦路斯、法国、意大利也就利比
亚问题召开会议，希腊和塞浦路斯主要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不希望与以色列
签署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协议因战
事升级而被搁置。法国除维护能源利
益外，也极力防止因利比亚紧张局势加
剧而造成大量难民涌入。多国利益并
存和多方力量角逐既是割裂利比亚的
外部因素，也是导致利比亚问题迟迟无
法解决的根源。

虽然土俄两国从中调停，但“国民
军”与民族团结政府军队在首都的黎
波里的攻防战已旷日持久，双方即便
暂时停火，能维持多久尚有待观察。
政治对话虽是解决利比亚问题的唯一
出路，但多方利益纠缠或将使对话难
以取得实际成效，利比亚和平统一恐
将长期处于美好愿景之中。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

有条件停火，利比亚和平路漫漫
■张 帅

1月9日，俄罗斯北方舰队和黑海
舰队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黑海海域
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现
场观摩演习。

据俄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告，俄海
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向普京
汇报称，此次演习共出动31艘作战舰
艇、22艘辅助船只和 39架各型战机，
演练了新装备和新的作战战术，“演习
目标全部实现”。黑海位于欧洲东南
部和小亚细亚之间，地处欧亚大陆交
界，是地缘政治学说中所谓的“心脏地
带”。在中东局势加剧，美伊紧张对峙
之际，俄罗斯两大舰队在此举行大规
模军演，其意图耐人寻味。

近年来，北约以各种举措强化在
黑海的军事部署，不间断地对俄罗斯
进行军事威胁。以乌克兰和美国为
主导的“海上微风”系列军演为例，该
演习自 1997年开始基本每年举行一
次,去年举行的“海上微风-2019”包
括乌、美在内的 19个国家共派出约

3000名军人、32艘舰艇和 24架飞机
参加演习，参演兵力为近 5年来最多
的一次。

面对北约的咄咄之势，2014年乌
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加大在黑海地
区的军事投入，在克里米亚保留了黑
海舰队的基地，也保留了向黑海、地中
海地区投送兵力的重要平台。2015
年 7月俄罗斯发布的新版《俄联邦海
洋学说》提出，“在黑海和亚速海，国家
海洋政策的基础是加快恢复和全面巩
固俄联邦的战略地位，维护本地区和
平与稳定”。

此次演习中的导弹射击环节，俄
罗斯海军在 11356型护卫舰“格里戈
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暴徒-M级导弹
艇“奥列霍沃-祖耶沃”号上发射了多
枚“口径”巡航导弹打击陆地目标。俄
空天军出动米格-31K战机发射“匕
首”高超音速导弹，打击海边靶场上的
一个目标。相比以威慑为主的洲际弹
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生产、部署成本

更加低廉，加上其发射灵活、打击精
准、拦截困难等特点，往往能带给对手
更大的压力。

2019年 12月 24日普京表示，俄
在新武器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成为世
界上唯一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
同月 27日，俄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
称，俄首个“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团进
入战斗值班状态。俄专家称,“先锋”
导弹的弹头能以 20倍音速滑翔飞行,
能轻松突破现役反导系统。

目前俄罗斯的“锆石”“匕首”“先
锋”3款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构成一个
近程、中程与远程，战术、战役与战
略，常规弹头与核弹头相结合的作战
体系。

观摩演习后，普京表示，对俄海军
发展高度关注，将投入大量资源和资
金，增强海基战略核力量。他强调，海
军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保障俄国防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俄将继续保
持和巩固世界海军强国地位。

俄黑海大规模军演耐寻味
■常雨康

伊朗承认误击客机

1月 11日，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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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军方在声明
中称，客机被击落前曾靠近伊朗敏感军
事区域，伊朗军方正因与美国纷争处于
高度戒备状态，因此将靠近的飞机错误
地当作“敌对目标”。

在承认误击客机后，伊朗官方第一
时间致歉。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
对这一悲惨的错误感到“非常抱歉”，并
表示伊朗将进一步查明造成如此“巨大
和不可原谅错误”的所有原因和肇事
者。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美国
的冒险行动”是导致此次伊朗出现“人
为错误”的原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表示：“我
们对于这件事负全部责任，我已准备好
接受司法机构调查。”

失事客机所属国乌克兰和罹难乘
客众多的加拿大两国首脑要求伊朗彻
查事件真相，做好善后工作。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 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
明，要求伊朗就击落乌客机一事通过外
交渠道正式道歉，尽快做好遇难者遗体
辨认和运回工作，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并支付赔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同
日表示，伊朗官方承认误击客机是重要
的一步，但是这还不够，“应该对此事进
行全面彻底调查，我们需要知晓这个悲
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截至目前，伊朗国内的安全形势也
因误击客机事件受到一定冲击。国际文

传电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称，在伊朗11
日宣布误击客机的消息后，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的官方英文“推特”账户被冻
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数千
名德黑兰民众 11日下午走上街头举行
抗议示威，要求政府对误击悲剧负责，对
军方相关人员进行公开审判。

此外，英国媒体报道称，德黑兰大
学、谢里夫工业大学、阿米尔?卡比尔理
工大学和阿拉梅大学 11日也出现抗议
活动。其间，英国驻伊朗大使罗布?马
凯尔因涉嫌在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

“组织、煽动和指挥抗议活动”，被伊朗
政府短暂拘捕。事后，英国外交大臣拉
布 批 评 伊 朗 此 举“ 严 重 违 反 国 际 准
则”。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
员会成员布鲁杰尔迪则呼吁将马凯尔
驱逐出境。

美国加快施压步伐

针对伊朗当前的“乱局”，美国乘势
加大施压力度。

一方面，挥舞制裁大棒。在伊朗 8
日袭击美军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后，美国
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国务卿蓬佩奥 10日
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制裁
对象包括 8名伊朗高官以及 13家伊朗
大型钢铁制造商和最大的铜、铝生产商
等。姆努钦透露，美国的制裁对象包括
总部在伊朗的穆巴拉克钢铁公司，该公
司是中东地区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
一。制裁措施不仅将禁止美国企业与
伊朗公司进行交易，而且第三国的实体
也将被禁止与伊朗公司进行生意往来。

对于制裁行动，特朗普 10日表示：

“这些惩罚性制裁将一直保留，直到伊
朗政权改变其行为。”姆努钦则宣称，

“毫无疑问，通过切断（伊朗）政权的财
源，我们发挥了影响力”。美国媒体评
论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切断伊朗

“所剩无几的出口收入来源”，进一步扼
制该国经济，从而迫使伊朗领导人重新
商讨新的核协定。

另一方面，开展舆论搅局。在伊朗
国内因误击客机事件爆发抗议活动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齐声
对伊朗民众进行“声援”。特朗普发布
推文称，伊朗政府“必须允许人权组织
从现场监督和报道”示威抗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一段示威者高呼“领导人下台”
的视频。美国国务院官方“推特”账号
在抗议活动爆发后数小时内，发布、转

载十余条推文，对伊朗抗议示威表示
“关心”，并发布视频谴责伊朗政府和警
察对抗议者的“镇压行径”。此外，美国
政府 11日还呼吁伊朗为拘捕英国驻伊
朗大使马凯尔道歉。

对抗博弈恐将升级

自美军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以来，美
伊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双方的战略博弈
持续在高位运行。伴随误击客机事件
影响的持续加剧以及美国对伊“惩戒性
举措”效果不断显现，美伊战略博弈的
烈度恐将进一步加剧，对抗冲突的风险
不容低估。

一方面，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有所
抬头。虽然美国国会众议院 9日通过
一项决议，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的权
力，要求“总统除非已获国会授权或需
应对迫在眉睫的对美武力打击，否则必
须终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
议在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通过的概率
微乎其微。

总的来看，特朗普下步在对伊朗及
其代理人实施“斩首行动”或低烈度打
击时，不会面临过多掣肘。而伊朗及亲
伊武装组织对美国的报复行动，也绝不
会止步于空袭伊拉克美军基地。双方
未来仍存在爆发军事摩擦甚至冲突的
可能性。

另一方面，其他遏制手段的效能值
得关注。从近期动向看，与军事打击等

“硬手段”相比，特朗普政府更青睐经济
制裁和舆论引导等“软手段”。美国媒
体评论称，在伊朗经济下滑、民怨加剧
的背景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目前已成
为特朗普的“优先选项”。

下一步，美国在强化对伊制裁的
同时，或将持续对误击客机事件“借题
发挥”，持续加大对伊施压抹黑力度，
力图通过“组合拳”实现颠覆伊朗政权
的目的。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伊朗
或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应对举措，双方
战略博弈加剧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仍需
持续关注。

借题发挥，美伊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
■傅 波

1月 7日，英国天空新闻报道称，英
国脱离欧洲联盟事务部去年圣诞节前夕
已搁置筹备无协议“脱欧”的应急方案

“黄鹀行动”，这一情况预示约翰逊政府一
直宣扬的“硬脱欧”正逐渐淡出政策选项，
达成“脱欧”协议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黄鹀行动”是英国政府为无协议
“脱欧”做准备的应急计划名称。在没有
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英国单方面脱离欧
盟可能会中断双方关系的诸多方面，包
括金融、人员流动、贸易、海关和其他规
定。“黄鹀行动”旨在减轻这些问题对英
国的影响。2019年 8月，“黄鹀行动”报
告部分泄露，引起恐慌。在国会强制要
求下，英国政府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

“黄鹀行动”报告，尽管政府强调这是无
协议“脱欧”的最坏情况，但民众认为这
是最现实合理的情况评估。

英国政府搁置“黄鹀行动”的原因
有三。

第一，无协议“脱欧”将给英国社会
带来风险和冲击，引发民众担忧。泄露
的文件表明无协议“脱欧”对英国具有长
期的负面影响。文件警告称，企业和民
众对新现实的适应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
数月。负责制订无协议“脱欧”计划的内
阁办公厅大臣戈夫和其他内阁部长曾表
示，文件中无协议“脱欧”的后果十分悲
观，会引起公众的恐慌。

第二，英国国内和欧盟对“脱欧”协
议“开绿灯”，无协议“脱欧”的预期降
低。一位参与“黄鹀行动”的官员透露，
此前，议会曾多次否决特雷莎?梅政府的

“脱欧”协议，但在文件泄露后，议会一反
常态表现积极。2019年 10月 22日，议
会下院以329票支持、299票反对的结果
原则上通过了“脱欧”协议法案。2019
年12月20日，议会下院“二读”表决通过

“脱欧”协议法案。对欧盟而言，英国如
果无协议“脱欧”将增加其谈判和准备成
本，最优方案是与英国达成协议。例如，
欧盟成员国在英国的国民可能被剥夺永
久居留权，无法获得英国福利和社会保
障。2019年 10月 20日，约翰逊政府宣
布启动“黄鹀行动”，开始为硬“脱欧”做
准备。但在欧盟同意英国延期“脱欧”
后，英国随即暂停了“黄鹀行动”。

第三，约翰逊顺利当选使“黄鹀行
动”的政策宣传效用减少。在大选前，约
翰逊承诺带领英国“脱欧”，无论是否达
成协议，这一标语迎合了“脱欧党”的诉
求。但在2019年12月的竞选宣言中，约
翰逊所在的保守党提出在 2020年 1月
31日的最后期限内通过协议“脱欧”，然
后在过渡期内与欧盟谈判达成一项新的
贸易协定。如果失败，英国将在没有协
议的情况下结束过渡期。约翰逊的政策
宣示表明他仍将协议视为首选，有助于
获得更多国内支持，也表明约翰逊与“脱
欧党”不同，并非完全拒斥协议。此后，
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赢得英国议会下院
多数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随着保
守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脱欧”协议在
议会下院通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020
年1月9日，议会下院以330票赞成、231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法案。
在英国和欧盟双方都展现积极态势

的背景下，协议达成并获得批准的前景
正在浮现。然而，搁置不等于放弃，如果

“脱欧”法案或贸易协定进展不顺利，不
排除“黄鹀行动”可能再次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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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受误击乌克兰
客机和袭击美军基地等
事件影响，伊朗面临外界
较大舆论压力，美国则趁
机加快对伊遏制步伐，双
方的战略博弈日趋白热
化，未来恐将对地区安全
局势产生一定冲击。

11月月88日日，，在伊朗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在伊朗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救援人员在客机坠毁现场工作救援人员在客机坠毁现场工作

土俄领导人呼吁利比亚交战方自土俄领导人呼吁利比亚交战方自1212日起停火日起停火

俄罗斯在黑海举行大规模军演俄罗斯在黑海举行大规模军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