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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环球时评

美国向韩国移交韩军战时指挥
权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据韩国《中央日报》16日报道，韩国
国防部表示，美国计划将韩美联军
司令部迁往京畿道平泽的汉普里斯
美军基地，而不是韩国国防部内。
去年11月上任的韩美联军司令兼驻
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近
日与韩国国防部部长郑景斗会面
时，向韩方表达了这一提议。

韩方计划将龙山美军基地改建
为公园，但韩美联军司令部建筑对
改建工程形成掣肘，所以韩国国防
部于2017年向美军提议迁出联军司
令部。由于韩方首先提出迁移要
求，美方关于联军司令部迁到平泽
的提议，韩方可能很难拒绝。

去年 6月，驻韩美军已将司令
部和其他指挥机构迁往平泽。如果
韩美联军司令部也迁往平泽，将对
韩方收回战时指挥权造成极大负面
影响。

一方面，韩美联军司令部迁往
平泽，不利于韩军指挥工作展开。
韩国政府计划在文在寅总统任期结
束的 2022年 5月前，完成战时指挥
权移交工作，由韩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担任联军司令。如果韩美联
军司令部迁往平泽美军基地，韩参
联会主席不得不往返于首尔和平泽
之间，这将对其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驻韩美军司令也会更容易参与和影
响联军指挥工作。而在韩国参联会
主席之外另选韩军高官担任联军司
令也不现实，容易使韩军在指挥、沟
通等方面出现混乱。

另一方面，将联军司令部置于
美军基地内，美国仍能继续控制韩
军。长期以来，韩国在防务方面都
极为依赖驻韩美军，即便美方最终
向韩方移交韩军战时指挥权，韩军
也无力独自承担其本国防务，驻韩
美军正是抓住韩国对其有所求的
心理，提议将联军司令部迁往美军
基地。

联军司令部迁移场所问题将
在韩美安保会议上，由韩美两国领
导人最终决定将司令部迁移到何
处，韩美两军参谋级工作讨论也将
继续进行。

如果韩美联军司令部最终迁往
平泽，那么韩国政府寻求的“国防自
主”与“战略自主”将很有可能化为
泡影，“美主韩从”的韩美联军结构
将继续存在，韩国政府在政治、军事
方面仍难脱离美国的影响。

（作者系辽宁大学东北亚研究
院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朝美河内峰会后，美国对朝鲜制裁
不断加码，朝鲜连续试射导弹表达不
满。这让一直推动朝美改善关系的韩国

“心慌意乱”。韩国总统府日前宣布，美
国总统特朗普将在6月出席二十国集团
（G20）峰会之际访韩，同韩国总统文在
寅举行首脑会谈，磋商半岛无核化等问
题。在朝美关系紧绷的情况下，文在寅
能否说服美减轻对朝制裁、实现朝美再
度会晤尚待观察。

韩美领导人六月会晤

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高旼廷5月16日
发布简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6月下
旬出席 G20峰会之际访韩，同韩国总统
文在寅举行首脑会谈，具体日程和行程
还在磋商当中。韩媒分析指出，特朗普
可能于 G20峰会结束后访问韩国，两国
领导人将商讨半岛完全无核化及构建持
久和平机制等问题，当然也包括巩固韩
美同盟关系。

4月11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
文在寅，双方表示将继续推动美朝通过对
话方式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特朗普还
表示，可以考虑第三次美朝领导人会晤，
但当下不会考虑放松对朝制裁。韩方不
完全赞同美国这一立场，称制裁是用来阻
止朝鲜作出错误决定的方式，但制裁本身
不能解决问题,减轻对朝制裁或许能将

朝鲜拉回到谈判桌前。针对近期半岛局
势变化，文在寅5月7日晚与特朗普进行
了35分钟的电话沟通，双方就推动尽早
重启半岛无核化谈判方案等进行商讨，力
促无核化进程不偏离对话轨道。

难说服美调整政策

韩国分析人士指出，突破半岛无核
化谈判僵局的关键，在于说服美国调整
政策和立场，让朝美找到平衡点，互作退
让、达成妥协。特朗普及幕僚反复强调
要对朝极限施压，不会放松制裁。文在
寅在上次韩美峰会时表示将尽快推进朝
韩首脑会晤，为进展不利的朝美对话打
开突破口。外界原本希望他们能在4月
27日板门店“文金首会”一周年之际再
次相逢，但未能如愿。特朗普对朝美峰
会的兴趣也在减弱，明确表示不排除朝
美三度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但不能一蹴
而就，否则恐难取得良好成果。

其实，美国对韩朝关系较快发展持
谨慎甚至不满态度，数次暗示韩国应该
放缓脚步，不过对韩国拟向朝鲜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给予支持。朝鲜今年遭遇近
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歉收。韩国统一部
官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显示，
5至9月是朝鲜需要援助的时期，韩方将
在 9月前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美国对
此表示支持。

美国发出战争威胁

美国《纽约时报》5月13日援引美国
官员的话称，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已向白宫递交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
根据该计划，一旦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
研发核武器，美国将调遣至多12万名美
军前往中东地区，这一数字接近2003年
美国为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在
中东部署的军队数量。据悉，以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为首的对伊
强硬派要求五角大楼起草这份对伊军事
行动计划。

5月 1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
明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潜在威胁，美军
将提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警戒级别。
15日，美国国务院下令，要求所有美国
政府派驻伊拉克的非紧急人员立即撤
离，其中包括美国驻巴格达使馆和驻埃
尔比勒领事馆人员。美国国务院高级官
员解释称，这是在面对伊朗“迫在眉睫的
威胁”时的必要举措。

对于美国发出的战争威胁，伊朗表
示“毫无压力”。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5
月 14日在德黑兰的一场退役军人集会
上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力量目前处于
最高级别的军事防御状态，已做好应对

各种威胁的准备。哈塔米指出，尽管遭
受美国全面制裁，伊朗在极端困难的情
况下仍在军事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能够
有效应对美国的军事打击。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同日表示，尽
管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但伊朗仍然保持“最大限度克
制”，致力于遵守这份多边协议，美方

“升级”紧张局势“令人无法容忍，且不
讲道理”。伊朗驻英国大使拜伊贾德表
示：“如果美国想让伊朗陷入军事冲突，
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是毁灭性的。”伊朗
常驻联合国代表拉万奇日前也指控美
国官员正在推动“战争的幽灵”，称“伊
朗并非试图在该地区制造冲突，因为除
少数人外，没有人会从中东地区的这种
冲突中受益”。

美盟友公开唱反调

在美国国务院宣布撤离驻伊拉克的
所有非紧急人员后，德国和荷兰军方宣

布暂停他们在伊拉克的军事训练行动。
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弗洛斯多夫表示，虽
然该地区局势紧张，但目前“并无实质威
胁”。西班牙日前撤回跟随美国航母战
斗群前往中东的军舰，西班牙国防部发
表声明称，“西班牙不希望参与有可能引
起对抗或战争的行动”。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莫盖里
尼 5月 13日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时表示，欧盟决心继续履行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并警告美国不要升级对伊朗的
军事行动。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 15日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商谈伊朗问题时
表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对伊朗进行
极限施压，还威胁制裁继续与伊朗合作
的欧洲公司，这样的行径具有挑衅性
质，不利于国际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 16日在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
时表示，日方“担心中东局势变得急剧
紧张”，认为维护伊核协议具有重要意
义，愿意维护和发展与伊朗的传统友好
关系。

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更是无情地揭
穿其“战争谎言”。针对美国国务院高级
官员关于“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
和控制’的伊拉克武装人员正在威胁驻
伊拉克美方人员安全”的表态，打击“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多国联军副司令、英
军将领吉卡 5月 14日明确表示，没有发
现“受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威胁有任何增加。对于吉卡的

“拆台”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发表
声明驳斥称，吉卡的表态与美方掌握的

“可信”情报背道而驰，驻伊拉克美军的
确面临着“可信和可能迫在眉睫的威
胁”。此外，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近日也警
告称，美国和伊朗不要“意外”爆发冲突，
不要“擦枪走火”，“我们需要的是一段平
静的时期，以确保各方都能理解对方的
想法”。

军事对抗可能性低

从当前的情况看，虽然美伊两国隔

空互放狠话，但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
能性并不大。

首先是意愿不强烈。美国方面，虽
然博尔顿等“鹰派”人物主张对伊朗采
取强硬的军事行动，但特朗普本人对向
中东派兵持怀疑态度，近日斥责《纽约
时报》关于美国对伊动武计划是“假新
闻”，向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表示不想
要“军事冲突”，并在与瑞士联邦主席毛
雷尔会面时透露美方不希望与伊朗发
生战争。伊朗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抗不包括

“军事选项”，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我
们和美国不会发生战争，因为我们和美
国人都没有寻求战争，他们知道这不符
合他们的利益”。

其次是时机不成熟。当前，伊朗并
未重启核武研发工作，也未采取威胁美
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对伊
朗动武“师出无名”。包括美国盟友在
内的多数国家当前普遍呼吁美伊两国
保持冷静和克制，寻求通过和平手段解
决伊核问题，美国如果在此时对伊朗动
武，会面临较大的国际舆论压力。此
外，正如部分美国媒体所言，特朗普在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对伊朗动武的
可能性较低，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和一
些共和党人都不太可能支持对伊开战，
且美伊开战将会为特朗普连任带来极
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是后果难承受。从美国媒体
透露的情况看，美国对伊军事行动主
要有三种选项：一是以“定点清除”为
目的、有限规模的空中和导弹袭击，
二是惩戒式大规模空袭，三是以颠覆
政权为目的的大规模地面行动。第
一种选项虽然能够有效发挥美军精
确制导武器的优势，但无法对伊朗政
权产生实质性影响，第二和第三种选
项则需要美军大幅增加中东地区海
空力量和地面部队，可预见的后果将
是灾难性的。据悉，特朗普已从美国
军方得到足够多的提醒，美国对伊朗
采取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副作用将数
不胜数”。

5月 15日，多个国家政府首脑、部
门主管以及科技企业代表在巴黎举行
特别会议，共同商讨有关防止社交媒体
传播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议题。会
议发布了“克赖斯特彻奇呼吁”，共有
18个国家和 8家科技公司签署该“呼
吁”，明确表达遏制社交媒体恐怖主义
的坚决态度。然而，如何对网络社交媒
体进行治理尚没有明确的标准，技术上
也未成熟，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达成广泛共识

此次会议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新
西兰总理阿德恩共同酝酿并发起。会
议地点选在巴黎，会议成果以新西兰城
市克赖斯特彻奇命名，这种安排颇具深
意。2015年巴黎发生恶性连环恐怖袭
击，造成132人死亡。今年3月，克赖斯
特彻奇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 51人
死亡。在这两起袭击事件中，网络社交
媒体都充当了极端主义者和恐怖主义
者作案及宣传的工具。比如声称对巴
黎恐怖袭击负责的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就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策划，并进行
加密通讯，案发后又借助社交媒体自我
曝光与传播，从而达到拓展影响力、招
募新成员的目的。在克赖斯特彻奇枪
击案中，凶手于作案前就在极右翼网络
论坛宣扬极端思想，作案时在社交媒体
直播行凶场景，影片被分享数百万次。
案发 6周后，有关凶手的宣言、行凶图
片及视频仍在网络上传播。

在国际冲突朝着宗教民族主义转
向的背景下，网络社交媒体无疑成为宣
传恐怖主义和仇恨的催化剂，因此网络
社交媒体治理这个“全球性议题”必须
由国际社会作出回应。此次会议的重
要意义在于，将国家机构同科技公司聚
合在一起，共同担起责任，防止社交媒
体成为恐怖袭击的帮凶。签署“克赖斯
特彻奇呼吁”的各国政府承诺增强社会
韧性和包容性，提高执法效率，鼓励媒
体坚守道德标准。相关科技企业将着
力杜绝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内容在社
交媒体的上传和分享，加强同政府的合
作，提升服务条款的透明度。

然而，聚集全球主要大型科技公司
的美国没有签署“克赖斯特彻奇呼吁”，
美国称该“呼吁”可能损害“言论自由”
和“新闻自由”，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相抵触，但美国表示愿“支持这项协议
所反映的总体目标”，并“继续与政府、
行业和公民社区合作，打击互联网上的
恐怖主义内容”。

面临巨大挑战

“克赖斯特彻奇呼吁”虽强调制止
社交媒体恐怖主义的愿景，但该“呼吁”
并没有明确界定何为社交媒体恐怖主
义，也没有明确各国政府及科技公司在
处理该问题时所要达成的目标、所要诉
诸的手段以及所要履行的程序，因而缺
乏实质性内容和刚性约束力，“务虚”大
于“务实”。其中，政府对社交媒体涉恐
传播和非法活动的监管虽不可或缺，但
科技公司的执行能力及力度是关键。
有分析指出，社交媒体虽存在显著弊
端，但能丰富信息来源，拓展沟通途径，
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度，因此全面“封杀”
社交媒体的做法并不可取。不过，现阶
段要做到对实时信息流的全面监控还
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签署“克赖斯特彻奇呼吁”的科技
公司承诺，响应法国和新西兰两国的号
召，对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承担更
多责任，遏制极端思想在互联网传播。

“脸书”、亚马逊、谷歌、“推特”、微软等
科技巨头将把社交媒体使用条款更新
为“明确禁止传播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
主义内容”；投资“数字指纹”技术以追
踪并移除涉恐内容和极端言论，同时推
出边界渠道让网络用户检举非法内容；
加强对直播的审查，对违反使用条款的
用户将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其使用直
播平台；制定应对恐怖袭击等突发或活
动事件的危机方案。

然而，很多人对这些措施的实际效
果不抱乐观态度。由于社交媒体用户
常常对原始视频进行重新编辑加工后
再重新发布，加大了系统检测和拦截的
难度。虽然在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发
生的 24小时内“脸书”删除了 150万个
枪击案视频，阻止了120万个视频的上
传，但由于凶手直播屠杀 17分钟后才
被平台发现，原始视频已被观看 4000
余次，留下大量副本，使得30万个视频
逃过系统算法的检测，漏检率高达
20%，造成难以量化的严重后果及恶劣
影响。

美国真的会对伊朗动武吗？
■傅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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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共商消除社交媒体恐怖主义
■王 宇

恐怖组织借助社交媒体传播极端思想恐怖组织借助社交媒体传播极端思想

■杜朝平

韩国总统文在寅韩国总统文在寅

韩美六月峰会谈半岛无核化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称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称，，伊朗国防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军事防御状态伊朗国防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军事防御状态，，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

5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深夜发推文警告称：“伊朗一旦
开战，将会是伊朗的正式终结，
不要再威胁美国！”伊朗方面则
表态，伊朗不愿打，但也不怕打。

近日，美伊两国围绕伊核协
议的博弈日趋白热化，美国媒体
曝光美军对伊军事行动计划，伊
朗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毫不畏惧，
美国盟友则对美国的军事示强
举动公开表达不满。从目前情
况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示强举
动主要是象征性的，对伊朗动武
的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