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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来不断加强与乌克兰的军事
合作，并显示出要在黑海地区立足以便进
一步插手乌克兰事务和向该地区渗透的
意图。这些动向已经引起俄罗斯的警觉
和反对，美俄博弈升温。

据美乌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
斯和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别代表沃尔
科 24 日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乌独立
日阅兵式庆典，并与乌总统波罗申科和国
防部长举行会谈，美乌军事合作将是会谈
重点之一。

一周前，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说，美方
正在靠近克里米亚半岛的乌克兰南部尼
古拉耶夫州奥恰科夫海军基地帮助建设
乌海军作战中心。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
可能将推动政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
性武器。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前任总统奥
巴马政府的态度总体来说还相当克制，无

论是诺曼底四方机制，还是三方联络小组
的工作，美国都未直接参与。今年7月，沃
尔科被任命为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别
代表后，美国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参与力
度逐渐加大，并由幕后走到台前。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军研
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方晓志认为，奥巴
马时期，美国怕过多刺激俄罗斯，同时也
不能确定美国援乌武器是否被乌克兰真
正用于防俄，所以只提供头盔、防弹背心
等非致命性武器。现在随着美俄较量不
断升级，特别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
以来，两国在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上对抗性
越来越强，美国开始加大对乌克兰问题的
介入力度，未来很有可能提供致命性武
器，将乌克兰作为与俄罗斯对抗的一个新
地区代理人。

在与乌克兰合作问题上，美国高层近
来的表态明显针对俄罗斯。据乌克兰总

统新闻处消息，特朗普向波罗申科祝贺独
立日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恢复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马蒂斯在
到访乌克兰之前更是直接批评俄罗斯破
坏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敦促俄罗斯执行
新明斯克协议。

俄罗斯高度重视黑海在军事上的战
略意义，而美军正在帮助乌克兰建造的奥
恰科夫海军作战中心恰恰位于黑海沿岸，
扼守黑海通往乌克兰内陆的要冲，靠近克
里米亚半岛。

俄方认为，美国在奥恰科夫建设的
海军作战中心，表面归乌克兰所有，但实
际上按照美国标准建造，是为美军服务
的，一旦建成，将会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巨
大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科在前往基辅访
问之前，与俄罗斯总统助理苏尔科夫在白
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就解决乌克兰危机举

行了闭门会谈，双方都认为此次会谈是
“建设性的”，并商定乌克兰和平进程应该
在政治和安全两个轨道上尽快推进。

可以看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做
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不放弃谈判，保持与
俄罗斯的正面接触，另一方面，通过军事
合作等方式拉拢乌克兰，进一步挤压俄罗
斯的战略空间，逼迫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
上作出让步。

方晓志认为，为了牵制美国在乌克
兰的动作，俄罗斯也可能“围魏救赵”，加
大对中东地区的干涉力度。由于美国在
中东也拥有战略利益，俄罗斯将会加大
在中东方向的战略反击，将大国博弈的
重心从乌克兰再次推向中东，短期内美
俄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战略博弈还将会持
续升温。

□ 新华社记者 赵嫣 刘莉莉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美国加大介入乌克兰 美俄博弈升温

8月2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旅客抚摸
一只宠物狗。

当日，温哥华国际机场推出新的宠物狗减压计
划，通过引入受过训练的宠物狗到候机大厅供旅客
亲近，缓解旅客因旅途导致的焦虑和紧张情绪。

新华社 发（梁森 摄）

叙利亚政府军近几个月来持续发力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功致其控制
的区域面积大幅减少。随着政府军的推
进，双方未来将在叙东部代尔祖尔省展开
决战。

虽然叙利亚反恐战争出现胜利曙光，
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危机将就此结束，
叙利亚未来可能出现政府军、反政府武装
和库尔德武装三足鼎立格局。

决战即将上演

叙政府军今年 5 月下旬发起代号为
“伟大黎明”的军事行动，这是军方近年来
针对“伊斯兰国”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
数月来，政府军在北部阿勒颇省、拉卡省，
中部霍姆斯省和哈马省等多条战线与“伊
斯兰国”作战，对“伊斯兰国”保持高强度
攻势，取得显著军事进展。

叙通社 18 日报道说，叙政府军在哈
马省东部、霍姆斯省东部和拉卡省西南
部的军事行动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从 8 月
2 日至 17 日共收复 9000 平方公里土地，
其中包括 25 个村镇和多座油气田，并击
毙数百名极端组织成员。而在此之前，

政府军已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彻底赶
出阿勒颇省。

叙政府军下一个主要目标是收复代
尔祖尔省。代尔祖尔省是叙利亚主要石
油产地，收复该省无论在军事、战略还是
经济上，都对叙政府有重要意义。目前

“伊斯兰国”仍控制该省大部分地区，政府
军控制该省首府代尔祖尔市部分区域。

俄罗斯一名高级军官 21 日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叙政府军正从三个方向对代
尔祖尔省形成包围，而近几个月来“伊斯
兰国”武装人员纷纷从伊拉克摩苏尔和
叙利亚拉卡逃向代尔祖尔，决战将在这
里上演。

“伊斯兰国”节节败退

在叙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的同
时，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继续围剿拉卡市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人
员，已将后者围困在面积不足 20 平方公
里的区域。

“伊斯兰国”2014 年 6 月宣布建立所
谓的“哈里发国”，其鼎盛时期控制叙利亚
北部、东部和中部大片土地，约占叙利亚

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目前“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的主要控制区仅剩代尔祖尔省。

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节节败
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俄罗斯以及
地区大国就叙利亚问题在军事层面上达
成一定默契。

土耳其今年3月结束在叙利亚北部持
续数月的军事行动，支持叙反政府武装

“叙利亚自由军”成功控制叙部分边境地
区。美国则重点支持库尔德武装打击“伊
斯兰国”，以实现其在叙北部库尔德人地
区的长期存在。

今年5月初，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
国代表签署备忘录，在叙西北部伊德利卜
省、中部霍姆斯省、大马士革郊区和叙南
部地区分别设立“冲突降级区”，以防止政
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发生冲突。

备忘录签署以来得到较好落实，使得
政府军能够较少受到牵制，集中精力打击

“伊斯兰国”。

或成三足鼎立之势

以目前趋势看，从军事上击败“伊斯
兰国”已不会有很大障碍，但击败“伊斯兰

国”并不代表着叙利亚政治进程将取得重
要进展。相反，在消灭“伊斯兰国”这一共
同敌人后，不排除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和
库尔德武装三者矛盾尖锐化的可能。

三方力量在叙利亚各有控制区。政
府军控制区拥有叙利亚大多数人口，主要
集中在叙中西部。未来收复代尔祖尔后，
这一省份也将置于政府军控制下。库尔
德武装主要控制叙北部地区，而反政府武
装主要控制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和南部
部分地区。

三者在国际社会都获得不同程度认
可与支持。叙利亚政府得到俄罗斯和伊
朗的军事支持；反政府武装则得到部分西
方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而叙利亚
库尔德武装除获得位于土耳其和伊拉克
境内库尔德人的帮助，同时还得到美国重
点扶持。

但三者的政治诉求各不相同，甚至难
以调和。叙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矛
盾自不必说，这也是叙利亚政治进程长期
无法取得突破的原因。库尔德武装希望
在叙北部地区实现自治，但叙政府和反政
府武装目前对此均没有积极回应。

□ 新华社记者 车宏亮 郑一晗
（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23日电）

“伊斯兰国”节节败退 叙利亚危机仍难解

新华社新加坡8月24日电（记者 李
晓渝）美国海军 24日说，此前马来西亚海
军在美军舰与商船碰撞事故发生海域发
现的尸体不是美军失踪船员。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当天发布公告
说，经医学检查，此前马来西亚海军在发
生撞船事故的海域执行搜救行动时发现
的尸体不是美军失踪船员，美方将把尸
体归还马相关部门。美国海军“约翰·麦
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21 日在新加坡东部
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 10 名美军人
员失踪、5 人受伤。

公告还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15 远

征队增派的潜水员已抵达新加坡，支援受
损军舰的舰内搜索任务。此外，被送往新
加坡医院接受救治的 4 名美海军伤员已
经出院归队。多国联合搜救工作继续在
事故发生海域约 900 平方海里范围内进
行。24日早晨，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也参
与到搜救行动当中。

新华社新加坡8月24日电 新加坡海
事及港务管理局 23 日晚发布公告说，美
国驱逐舰失踪海员搜救范围目前已从
2620 平方公里扩大至 5524 平方公里，新
方投入搜救人员已超300人。

除新加坡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和澳大利亚也参与了搜救行动，其中
新加坡与美方共同负责在搜救地点中央
区域展开搜索，马来西亚等国搜救人员
则分别负责西北、东北以及南部海域范
围。

21 日凌晨，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
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
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油轮相撞，造成 10
名美军失踪、5人受伤。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
特 22 日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举行新闻
发布会说，搜救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确
认失踪人员已无生还可能为止。

美国：马来西亚海军找到的尸体不是美方失踪船员
新加坡宣布扩大搜救范围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3日电（记者 陆佳飞 刘
晨）美国务院 23 日称，受俄罗斯政府此前下令美驻
俄外交机构大规模裁减工作人员影响，美方在全俄
范围内暂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但美方这一举动并
非报复行为。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在记者会上说，由
于俄方要求美方裁减美驻俄外交机构工作人员，美
方不得不缩减工作班底规模，负责审理签证申请等
领事事务的工作人员因此减少。美方目前暂停处理
赴美俄罗斯公民的签证申请。

诺尔特表示，对于俄罗斯公民赴美签证事务的
办理在不久后将重新开放。但由于处理领事事务的
工作人员减少，而美方会优先处理在俄境内的美国
公民的相关事务，届时俄公民赴美签证的处理速度
将受到影响。

诺尔特强调，这绝不是美方对俄方的报复行
为。她也拒绝透露美方此次裁减美驻俄外交机构工
作人员中有多少是俄罗斯雇员。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此前宣布，由于工作人员
减少，美驻俄使领馆自 8 月 23 日起在俄罗斯全境暂
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9 月 1 日起，美驻俄大使馆将
恢复非移民类签证的面签工作，三个领事馆则无限
期暂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

美国国会 7 月通过对俄罗斯等三国制裁法案后
不久，俄总统普京在俄电视台网站7月30日发表的专
访中表示，美国驻俄罗斯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应裁减
755 人，以使俄美在对方国家的外交机构人数对等，
使俄美在对方国家的外交机构人数都减至455人。

新华社莫斯科8月23日电（记者 鲁金博）俄罗
斯前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 23 日在莫斯科接受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对指责他是间谍的
问题用“胡扯”回应了对方。

基斯利亚克说，指控他是间谍纯属胡说八道，
CNN一直就此责问他，CNN对此应感到羞耻。

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时听到关于叙利亚的
秘密消息是否感到惊讶的问题，基斯利亚克回应说，
首先，自己没有听到任何秘密，其次，双方讨论的内
容对两国是有益的。

但基斯利亚克没有透露他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
见面时的具体谈话内容，称“出于对美国伙伴的尊
重，不会谈及对话内容”。

基斯利亚克说，造成俄美关系一段时间内陷入
“困境”的原因是美国的政策走向，对俄制裁是制造
仇俄情绪的工具。

2008 年 7 月起，基斯利亚克出任俄驻美大使。
特朗普“通俄门”事件曝光后，基斯利亚克因牵涉其
中而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华盛顿邮
报》报道，库什纳曾在特朗普大厦会见过基斯利亚
克。当时，库什纳提议基斯利亚克开建一条能与克
里姆林宫直接沟通的秘密渠道。

7月24日，库什纳出席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闭
门听证会后发表声明说，自己的证词和提交的证据可
证明“他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的所有行为都是正当
的”。他与基斯利亚克见过两次面，分别在2016年美
国大选期间和随后的过渡时期，但双方从未讨论过美
国对俄制裁，也没有通过电话进行过其他交流。

新华社布拉迪斯拉发8月 23日
电（记者 曲曦）斯洛伐克警察总监蒂
博尔·加什帕尔 23 日宣布，从 23 日 14
时起，斯洛伐克将恐袭警戒由一级上
调至二级。

加什帕尔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二级警戒表示斯洛伐克遭遇
恐袭的可能性很小，但不能完全排除。

他指出，本周末斯洛伐克将在班
斯卡-比斯特里察举办航空表演，8 月
29 日和 9 月 1 日还将举行斯洛伐克民
族起义纪念日（国庆日）及宪法日的大
型庆祝活动。加上近段时间欧洲各国
遭遇系列恐袭事件，因此斯方认为在
这一特殊时期，需要采取比往常更加
警惕的措施。

据介绍，随着恐袭警戒级别的提
升，警方将加大街道上巡警的数量，特
别是在购物中心和火车站等人员密集
的地方。

据新华社伦敦8月23日电（记者 张代蕾）据英
国媒体 23日报道，在欧盟移民关注英国“脱欧”影响
的敏感时期，英国内政部向大约100名来自欧盟国家
的移民误发警告信，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离开英国。

在英国工作和生活的芬兰学者埃娃·约翰娜·霍
姆伯格首先在社交媒体上曝出这起乌龙事件。她
说，自己接到英国内政部签证移民局的一封信，被告
知由于未能提供合法证据，她触犯移民法规，限期一
个月内离境，否则将面临拘留和遣返。

身为历史学家的霍姆伯格在伦敦一所大学任
职，丈夫是英国人。她说：“看到这封邮件时，我难以
置信。我尝试联系内政部，想要搞清楚是不是管理
上出了什么错。”但她的问询被接线员来回推诿，一
直没有得到回应，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收到邮件
6天后，她才接到内政部的道歉电话。

内政部发言人 23日说，由于工作失误，大约 100
封类似警告信被错误发出，内政部正紧急调查原
因。“收到这类信件的所有人可以直接忽视它，”发言
人说，“现居英国的欧盟公民的权利没有变化。”

英国一些政党议员说，首相特雷莎·梅政府执意
“硬脱欧”，可能严重影响在英欧盟国家移民的生活，
内政部此时闹出邮件乌龙，其影响“非常糟糕”，令英
国蒙羞。自由民主党呼吁内政大臣安伯·拉德就此
事出面致歉甚至提供赔偿。

美国务院称暂停办理俄公民
赴美签证并非对俄报复

俄前驻美大使：

CNN说其是间谍纯属胡扯

英国内政部向欧盟
移民错发警告信

斯洛伐克上调
恐袭警戒级别

新华社布鲁塞尔8月23日电（记
者潘革平）鹿特丹消息：因接到恐怖威
胁警报，荷兰警方 23 日取消了原定当
晚在鹿特丹市举行的一场摇滚音乐会。

鹿特丹警方当天在一份公报中表
示：“警方是对相关恐怖威胁警报进行
认真分析后，才决定取消原定当晚 20
∶30举行的摇滚音乐会的。”

荷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警方向
原定举行这场美国摇滚乐团音乐会的
场所派出了大量身穿防弹背心的警
察，并于19时左右完成了人员疏散。

鹿特丹市长艾哈迈德·阿布塔利布
在 23 日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在取消
音乐会后，警方又在音乐会举办地附近
街区拦截了一辆挂西班牙牌照、装载了
一些煤气罐的厢式小货车。他说：“小
货车司机已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讯问，目
前尚不能确认这辆车与恐怖威胁之间
存在联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阿布塔利布强调，荷兰警方此前曾
接到西班牙警方的通报。目前，荷兰防
爆部队正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

荷兰鹿特丹一场音乐会
因 恐 怖 威 胁 取 消

8月23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从左至右）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法国总统马克龙、奥地利总理克恩与捷克总理索博特卡出
席新闻发布会。

法国总统马克龙23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呼吁改革欧盟劳务派遣制度，他认为欧盟允许廉价劳动力涌入高收入国并且不
遵守缴纳当地社保类费用相关规定的做法“违背了欧洲精神”。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共同
探讨了如何改革劳务派遣制度。他表示，目前在此议题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

新华社记者 潘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