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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强化军事存在
2 月 7 日是日本的“北方领土日”，

也被日本媒体称为“国耻日”。每年的
这一天，日本政府都要在东京举行“要
求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为敦促俄
罗斯归还争议岛屿造势。然而今年的
“北方领土日”，俄罗斯用一场在争议岛
屿举行的军事演习把日本怼了回去。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俄罗斯东部军
区从 2月 6日开始在南千岛群岛的库纳
施尔岛（日称国后岛）及其周边地域开
始军事演习。在假定有武装势力登陆
千岛群岛的情形下，俄军进行搜索并阻
止敌军在库纳施尔岛破坏活动的训
练。日本媒体报道称，俄军演习在多个
岛屿上进行，参加人员超过 2000人，并
出动直升机、车辆等 500架/辆次。参演
俄军在艰苦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下，进行
一周左右的登陆和抗登陆演练。

为增强争议岛屿的防御作战能力，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强化在南千岛群岛的
军事存在，频繁的抗登陆作战演习便是
重要措施之一。2017年 8月，俄军炮兵、
防空兵及摩托化步兵共 2500 人在千岛
群岛举行了一场抗登陆作战演习。2016
年 2月，俄军动用空降兵突击队、炮兵及
陆军航空兵，在千岛群岛一个岛屿上演
练登陆“以消灭（入侵的）恐怖分子”。
2015 年 4月，俄东部军区在包括南千岛
群岛在内的远东地区举行 5000 人参加
的大规模抗登陆演习，设想敌军从空中
和海上登陆南千岛群岛，俄军为此组织
反击以阻止敌军的登陆行动。

如果继续往前追溯，会发现俄军每
年均会在南千岛群岛或以南千岛群岛作
战为背景，举行规模不一的类似抗登陆
演习。与此同时，俄军新型装备陆续进
驻争议岛屿。据日本媒体报道，2016年
11月，俄军在图鲁普岛（日称择捉岛）和
库纳施尔岛部署了“棱堡”和“舞会”岸对
舰导弹，新型无人机随后也部署至那
里。今年 1月，俄空天军表示将把 2014
年在图鲁普岛建成的机场改为军民两用
机场。俄海军还从 2016 年开始筹备在
南千岛群岛建设海军基地。

日本无奈老调重弹

针对俄军在南千岛群岛举行的抗
登陆作战演习，日本显得无计可施。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2月 7日在众议院预
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已向俄方表示
“这与我国对‘北方四岛’的立场相悖，
令人遗憾，提出了抗议”。河野还称，为
将领土争议问题彻底解决，需要和俄方
就该岛的归属问题签署和平条约，对此
日方将继续和俄方展开交涉。日本共
同社报道说，为实现在争议岛屿的共
同经济活动，日俄两国于 2月 6日在东
京举行副外长级磋商，期间俄方没有
谈及军演问题，但演习随后就开始
了。河野也承认“确认军演的事实是
在磋商结束之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月 7日出席在
东京举行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大
会”，就日俄间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表
示，战争结束已经 72年，但日俄两国之
间还没有和平条约，这是“异常状态”，必
须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局面。据日本时事
通讯社报道，安倍在会上致辞时就同俄
罗斯总统普京已举行过 20次以上的首
脑会谈表态，若普京在今年 3月举行的
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胜出，他有意在 5月
访俄并进行首脑会谈，“决定和普京（就
和平条约问题）画上休止符”。

千岛群岛位于俄远东堪察加半岛与
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
被俄称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之为
“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上述四岛
由俄方实际控制。安倍自担任首相以
来，就一直考虑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
讨论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而且把讨要
北方四岛作为他任首相的一项重要任务
来抓。为此，安倍提出过多种方案，包括
归还全部四岛、先归还其中两岛、不直接
提及岛屿归还而是先缔结和平条约等，
并以外访来访等机会，以及逮住各种国
际场合，20余次与普京会面磋商，但都
未取得实际效果。

双方没在同一频道
由于俄方曾有意无意暗示可能向日

本归还争议岛屿，因此安倍多次信誓旦
旦能够收回北方四岛。此次他虽没有提
到岛屿归属问题，但声称要与普京就商
签和平条约画上休止符，仍然是信心满
满。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一直在
吊日本的胃口，虽偶有放出风声说可以
谈判解决领土归属问题，但随即就予以
否认。安倍曾指出，缔结日俄和平条约
的前提是领土问题得到解决。这显然不
是俄罗斯能够接受的。俄罗斯则指出，
要在签署和平条约问题上取得进展，日
本必须承认俄对南千岛群岛拥有主权这

一现实。现在安倍不再把解决领土问题
作为商签和平条约的前提，不过俄方表
示对和平条约没有多大兴趣。

安倍嘴上不说，心里想的还是岛屿
归属。南千岛群岛的战略地位重要，在
美军不断强化亚太军力部署的背景下尤
显珍贵，俄不可能放弃。俄方认为，日本
要求其归还北方四岛就是想重新定义二
战战败结果。对此俄外交部多次明确表
态，南千岛群岛归属不存在争议，日本应
该接受“战后历史事实”。俄外长拉夫罗
夫指出，俄不会交出南千岛群岛，也不要
求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也不止一
次表态，俄罗斯不会出卖任何东西，在南
千岛群岛问题上不会与日本做任何交
易。不过普京也说，俄日是邻国，双方关
系水平很高，俄方不把领土争端与其他
合作挂钩，俄方愿与日本就签署和平条
约问题进行对话。

普京 2016 年底访日时曾说俄日关
系最重要的是签署和平条约，安倍正是
基于此调整策略，先不谈岛屿归属，而是
提出签订和平条约。然而普京不久后就
当面正告安倍，两国距离达成和平条约
还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需要
花长时间解决。俄日、普京与安倍都没
有在同一频道上。由此看来，无论是签
署和平条约，还是领土争议，短时间内都
无法解决。

据《今日美国》报道，当地时间 2月
9日，美国参、众两议院分别以 71∶28和
240∶186的绝对优势票数通过了由参议
院两党共同递交的 2018、2019 财年联
邦预算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签署
预算确认法案生效。随着新一轮联邦
预算法案的顺利通过，标志着美国联邦
政府“停摆闹剧”暂时告一段落，更标志
着特朗普政府彻底突破奥巴马政府
2011年制定的预算冻结政策，开启了美
国新一轮的大规模举债浪潮。

拉锯谈判，两党达成

一致协议
特朗普自 2017年 1月 20日就任美

国总统以来，美国国会一直就拨款问题
争执不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会两
党将预算与移民法案改革问题进行挂
钩，展开长达数月的拉锯式谈判，导致
政府长期预算案迟迟无法通过，美国联
邦政府已多次面临“停摆”。

今年 1月 20日，美国参议院两党在
预算和移民问题上僵持不下而导致联
邦政府停摆后，1月 22日，参众两院最
终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法案，将联邦政府
的运行维持到 2月 8日。2月 6日，美国
众议院在美国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停摆
之际，通过了临时预算法案，试图为美
国政府提供资金到 3月 23日。参议院
似乎对这种“添油式”的资金维持方案
已经感到厌倦，并未就此项临时预算案

进行表决，而是由参议院共和、民主两
党领袖达成协议，将移民问题暂时进行
搁置，并对两党认为重要的领域均追加
财政预算，同意未来两年增加 4000 亿
美元开支。

协议规定，在 2018 财年和 2019 财
年中，国防支出增加 1650亿美元；国内
项目支出增加 1310 亿美元，其中 2018
财年，非国防支出上限提高 630 亿美
元；2019 财年，非国防支出上限提高
680 亿美元；拨出 900 亿美元作为紧急
救灾预算；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60亿美元用于应对麻醉药物滥用和
精神健康危机等。此外，协议还涉及儿
童健康保险项目、灾难援助，以及延迟
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直至2019年 3月。

参议院最终于 9日凌晨以 71∶28表
决通过，并交由众议院于当天表决通
过，特朗普随即对草案签字确认，使其
成为生效法案。

增加军费，美军成为

最大赢家
根据新一轮联邦预算法案，美国开

支上限提高了近 3600 亿美元，并取消
了自 2011年以来对国防项目和非国防
项目的自动削减开支政策。

具体而言，新的财政预算案中，
2018 财年的美国国防支出上限增加
800亿美元，国防预算总额为 7000亿美
元；2019 年的美国国防支出上限增加

850 亿美元，国防预算则为 7160 亿美
元。事实上，根据奥巴马政府 2011 年
提出的预算紧缩要求，美军 2018 财年
的预算应为 5490 亿美元，对于这一限
定特朗普在 2017 年 3月的预算申请案
中表示，美军下一年度预算应为 6400
亿美元。此次由参议院两党共同提出
的议案，则将 2018 财年美国国防预算
增加了27%。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
奈尔表示，这份法案多年来首次确保美
国军方“拥有更多资源，这是他们保证
美国安全所必需的”。美国国防部长詹
姆斯·马蒂斯对最新预算释放乐观信
号。“这些预算将使我们拥有能力履行
职责。”

美联社认为，这个预算法案将彻底
突破五角大楼和美国的国内机构受限
于奥巴马政府 2011年批准的预算冻结
政策，避免继续因预算不足危及美国的
战备实力以及美军的培训，也危及美国
国内的一些优先事项。

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对于本次通
过的财政预算内容表示满意，但民主
党、共和党内仍有近三分之一的议员对
该预算表示不满。联邦预算专家斯坦
则认为，新的预算将会超过 2011 年美
国国会设置的赤字警戒线 2000 亿美
元，这项预算法案的通过，将会产生巨
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将会迎来一个新的
时代，赤字会更高，并且无法扭转。

“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在历
经短暂的平静后，随着各方势力的强
势军事介入，再起波澜。先是土军的
“橄榄枝”军事行动已经接近一个月，
丝毫没有“降温”的迹象。相反，土军
还将进一步扩大在阿夫林地区的军事
行动范围，并计划在叙西北地区的伊
德利卜省发起对“恐怖分子”的清剿行
动。随后，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
国际联盟于 2月 8日凌晨空袭了叙利
亚东部代尔祖尔省的亲政府武装，造
成数十人伤亡。2月 10日，以色列军队
又加入混战，向叙利亚境内 12个目标
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各方复杂的战
略考量及利益博弈将给叙利亚战局带
来更多变数。

土军扩大军事行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月 6日在议

会发表演讲时表示，“橄榄枝”军事行动
已经消灭了 1000 多名敌对武装分子，
土军队会继续在阿夫林地区展开行动，
并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对阿夫林以东
60千米的重镇曼比季发动攻势。

土军“橄榄枝”军事行动的目的旨
在重创并驱离当地的“人民保护部队”，
打通从阿夫林至幼发拉底河岸的通道，
割裂阿夫林库尔德人同幼发拉底河东
岸库尔德人之间的地缘联系，实质性打
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同时扶植“叙
利亚自由军”等叙本土阿拉伯武装，夺
回被“人民保护部队”占据的地盘，沿土
叙边界建立纵深 30千米的“安全区”，
进而加强其在土叙边境地区乃至整个
叙北地区的战略存在及管控能力。

然而，土耳其的军事动作将与美国
产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据报
道，美国在叙利亚 2000 名军人有很大
一部分部署在曼比季，因此埃尔多安在
讲话中敦促美军撤离该地区，做出了一
副不惜同美国“摊牌”的姿态。而美国

显然无法轻易放弃库尔德武装这个重
要的地缘政治博弈筹码，也难以对土耳
其做出实质性让步，已经龃龉不断的美
土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北约内部的
裂痕也将难以修复。

美以相继发动空袭
2月 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叙

利亚发动空袭，罕有地直接协助反对派
打击政府军，逾 100名叙政府武装人员
身亡。美国官员称，叙政府军猛烈攻击
位于代尔祖尔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总部，出动坦克、多管发射导弹系统和
迫击炮，“叙利亚民主力量”随后在联军
空袭支持下还击。联军已通过电话热
线联络俄罗斯军方，向对方通报此次防
御性空袭，并发声明称在叙利亚的主要
任务是打击“伊斯兰国”。

叙利亚敦促国际社会谴责这一暴
行，并致信联合国要求解散国际联盟。
俄罗斯国防部 8日称，这次冲突说明，
美军目前非法部署在叙利亚的目的已
经不再是打击极端组织，而是意图非法
侵占叙利亚的国有资产。

而以色列与叙利亚则一直处于紧
张状态。以色列军方 10日称，以军战
机当天对叙利亚境内 12个目标进行了
打击。以军方发言人承认，以军战机在
实施空袭行动时遭到了叙境内防空火
力的袭击，一架F-16战机被击落，两名
飞行员受伤。半岛电视台称，以军战机
对叙利亚军事基地的空袭行动造成了
叙方人员伤亡，但具体伤亡数字目前还
并不清楚。叙利亚亲政府军事派别发
表声明警告，以色列将会面临叙方的报
复行动。

叙利亚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其危机
走向不仅牵扯域外大国利益，还涉及中
东局势和周边大多数国家利益，如今，
越来越多的势力参与其中，叙利亚的局
势也将更加混乱。

近日，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在其

社交媒体instagram官方账号上援引达

赖喇嘛的言论做广告一事，被“眼尖”

的中国网民发现后，迅速在社交平台

和新闻媒体上发酵。新华网发文称：

奔驰公司频繁挑衅中国，意欲何为？

人民网更加犀利：奔驰，你这样做是

与中国人民为敌！广大网民同样通

过各种途径鲜明地亮出了抵制态

度。在强烈的反对之下，该广告在一

天之内被删掉，奔驰官方也两次发布

道歉。

而真正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

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2017年3月，

同样是汽车巨头的奥迪公司在全球

媒体年会中使用了版图不完整的中

国地图，这张地图不仅少了台湾地

区，藏南和阿克赛钦也被归入印度

版图；2018年 1月，遍布全球 74个

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4000家酒店

和21个品牌的万豪集团在其官方举

办的有奖调查问卷活动中将西藏列

为“国家”，在相关责任人被约谈、

下线问卷调查后，万豪一边在新浪

微博上给中国人民道歉，另一边却

在推特上给“藏独”社交账号点赞，

其英文网站又被发现将中国台湾

“划入”了日本；国际航空巨头美国

达美航空官网几乎同时被发现其中

英文官网将台湾和西藏列为“国

家”。当然，这些问题最终都是以各

种道歉和整改来收场。但是，道歉

来的并不干脆，整改也并不迅速和

彻底。

平心而论，中国市场给这些跨国

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有远见的跨

国公司应该在其商业规划上充分考

虑中国国情，努力传播中国文化，促

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担当起世

界顶尖公司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

不仅没有看到，“低级”的原则性错误

却频频发生，这是为何？

是一时的疏忽大意？那为何夏

威夷群岛离美国本土5185千米，却没

有被疏忽为不属于美国呢？诸如此

类的借口都太过浅显，真正的问题是

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悍然不顾与选择

性漠视。

主权及领土完整是国家也是每

一个中国人的底线，在这个问题上最

具包容性的中华文化也绝不会让

步。外网做一套、国内做一套，瞒得

了一时，瞒不了一世；错照犯、钱照赚

也不可能成为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在

中国的发展常态。激怒中国人民并

不是个明智的决定，不论多么牛气的

公司，胆敢挑战底线，必然会遭到每

一个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

俄军强势演兵，
警告日本接受“战后历史事实”

■杜朝平

据俄新社报道，2月6日，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上启动了旨在打击非法武装团伙的军事演习。据悉，共有两千名来自俄罗

斯东部军区的官兵以及500多件各类武器装备参演，其中包括米-8AMTSh直升机。演习课目中还包括在岛屿上进行直升机

空降突袭等内容。

■
刘
南
飞

底
线
不
容
挑
战

■王鑫元

幕后势力频出手，
叙利亚再陷混乱

驻日美军涉嫌使用毒品
据报道，日媒 10日从驻日美国海军

处获悉，其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横
须贺基地士兵涉嫌参与使用及交易毒
品，目前正在接受美海军罪案调查处
的调查。据美媒报道，至少有十几人成
为调查对象，其中还包括核动力航母“罗
纳德·里根”号上的船员。

“脱欧”过渡期或将延长
欧洲联盟高级官员说，英国正式“脱

欧”后，双方很难彻底“分手”，随后的“脱
欧过渡期”可能延长。英国与欧盟本周
围绕“脱欧”后的过渡方案举行谈判。路
透社 8日以数名了解谈判情况的英国外
交官和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许多人
预计“脱欧过渡期”将延长，原因是双方
尚未就英国与爱尔兰边界管控等诸多议
题达成一致，同时英国议会没有就“脱
欧”后与欧盟的贸易关系达成统一意见。

莫迪罕见访问巴勒斯坦
据法新社 10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

当天从约旦乘直升机越过约旦河抵达西
岸的拉姆安拉，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
举行会谈，他成为首位到访约旦河西岸的
印度总理。报道援引巴高级官员纳比勒·
沙阿兹的话称，除了将与莫迪签署一份价
值 50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外，阿巴斯还
将请莫迪支持一项多国参与的调停方案。

军费暴增，特朗普签署新一轮财政预算法案
■岳小光

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是日本难以

解开的心结，但面对非常强势的俄罗斯，日

本能做的事情很少。日前俄军在南千岛群

岛进行的一场抗登陆作战演习，又将日本的

这种尴尬局面暴露无遗。除了外交抗议，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要打破“异常状态”，与

俄罗斯总统普京商定签署和平条约。可俄

罗斯似乎并不在意这样一份难有实际内容

的条约……

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在抢救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