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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土为紧张局势降温

据报道，俄土停火协议的主要内容
有 3项。一是协议生效后，交战各方立
即停止目前战线上的所有军事行动；二
是将横贯伊德利卜的战略要道M4公路
的南北两侧各 6公里范围内设为“安全
走廊”；三是自本月 15日起俄土双方将
沿M4公路进行联合巡逻。

停火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俄土
伊三方自阿斯塔纳会谈以来就叙利亚问
题达成的政治成果，各方通过让步与妥
协，暂时遏止了近期冲突升级的态势。

此前，土叙激烈交战，造成多人伤
亡。对于土耳其的军事动作，俄罗斯
予以强烈谴责，并针锋相对地进行军
事调动。据报道，自 2月 28日以来，5
艘俄罗斯军舰已在地中海活动，俄空
天军也参与到对伊德利卜反政府武装

的打击行动中。
叙局势的恶化使得俄土两国都承受

了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特别是土耳
其，在承受战略挤压的同时，还要花费精
力与欧盟处理因难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
严重纠纷。俄土所达成的停火协议保持
了伊德利卜现状，叙反对派仍保有“生存
空间”，也给土耳其留出了战略缓冲区
间。协议对于俄罗斯所支持的叙政府同
样意义重大，为其巩固前期战事成果，强

化战略主动权创造了条件。

协议落实前景不乐观

这份停火协议虽然暂时照顾了各方
利益，但没有触及根本性问题，给协议的
落实留下隐患。比如，巴沙尔政权的合
法性与去留问题、未来叙利亚政治和解
与社会重建问题等，协议都没有给出清
晰的解决方案。长远来看，俄土两国在
叙利亚的战略利益诉求存在本质上的差
异。从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在联合记者会
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两国并没有因协议
的签订而在各自所坚持的立场上作出让
步。普京表示，为维护叙利亚主权和领
土完整，不能减弱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
力度。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保留对
叙政府军行动作出回应的权利。

目前，伊德利卜是叙反政府武装控
制的最后一块区域，土耳其向其提供武
器弹药及后勤物资。停火协议生效后，
该地区主要交战方基本停止了空袭和炮
击，但由于叙反政府武装人员复杂，一些
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极端组织武装势力
混入其中，协议难以完全杜绝所有攻击
行为。据报道，在协议生效后的最初 3
个小时内，叙政府军曾与极端组织武装
分子小规模交火，造成双方共 15人死
亡。另外俄土双方在叙境内都保有军事
存在，因擦枪走火而导致局势升级的风
险依然很大。

俄土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停火协议
■李 聪

美军发起“防御性”
打击行动

驻阿美军发言人桑尼?莱格特 3月
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鉴于塔利班近日
持续对阿富汗安全部队检查站发动袭
击，美军对该组织位于阿富汗南部赫
尔曼德省纳赫尔萨拉季地区的目标采
取了“防御性”打击行动。这也是美政
府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后，美军对
其实施的首次军事打击。莱格特在推
文中称，美国将在必要的时候保护本
国伙伴，呼吁塔利班减少暴力行为，并
切实履行协议中的相关承诺。据阿富
汗内政部消息，共有 17名塔利班武装
人员在此次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一
名高级军事人员。

与 此 同 时 ，塔 利 班 武 装 主 动“ 认
领”了针对阿富汗安全部队发起的一
连串高密度袭击。相关数据显示，仅
3月 3日当天，塔利班就对赫尔曼德省
的多座阿富汗安全部队检查站发动 43
次袭击。此外，该组织武装人员还在
3日晚袭击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 3个
军方检查站，导致 10名阿富汗军人和
4名警察身亡。同日，该组织武装人
员对阿富汗中部乌鲁兹甘省警察发动
袭击，共造成 6名警察身亡，另有 7人
受伤。

就在塔利班发动袭击前不久，美国
总统特朗普刚与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
进行电话交流，这也是自阿富汗战争爆
发以来美国总统与塔利班高层领导人的
首次公开对话。据《纽约时报》报道，特

朗普对此次电话沟通的效果感到“满
意”，甚至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将在不久的将来与塔利班领导人举行
会晤。

美方在“释囚”问题
上“和稀泥”

美塔和平协议墨迹未干之际战火再
起，充分表明围绕协议本身及阿富汗国
内和平进程的诸多矛盾依旧突出，远未
达到彻底解决的地步。尤其是阿富汗政
府与塔利班在“释囚”问题上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使得原本复杂的局面雪上加
霜。争议的焦点是被阿富汗政府扣押的
约 5000名塔利班人员。按照美塔和平
协议，为推动阿富汗内部和解，阿富汗政
府将释放约5000名塔利班人员，用以交
换1000名被关押的阿富汗政府人员，但
在和平协议签署第二天，阿富汗总统阿
什拉夫?加尼拒绝了在进行任何谈判之
前释放约 5000名囚犯的要求。塔利班
方面宣称，除非在3月10日前释放他们，
否则适用于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的停
火协议将终止。从目前情况看，作为和
平协议中的重要条款，“释囚”问题不仅
成为此次塔利班袭击阿富汗安全部队的
直接导火索，更是影响其国内和平进程
向纵深推进的结构性障碍。

加尼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方并未强制要求阿方在释放关押的
塔利班人员一事上作出明确承诺。在
美阿两国政府不久前发布的联合声明
中，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措辞也十分保
守。加尼还表示，是否释放塔利班关

押人员的最终决定权在阿富汗而不是
美国政府。阿富汗政府可以将“释囚”
问题作为阿富汗国内和平对话议程的
一部分，但绝不应当作开启对话的先
决条件。

面对阿富汗政府的上述表态，塔利
班发言人于 3月 2日采取针锋相对的强
硬立场，声称将停止执行此前签署的和
平协议，恢复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打击
行动，并扬言在阿富汗政府同意释放约
5000名被关押的塔利班人员前，不会考
虑参与和平对话。同时，塔方还向外界
暗示美政府已承诺将释放上述被关押人
员，欲借此向阿富汗政府施压，谋取谈判
优势。

据法媒披露，针对“释囚”问题，美政
府在与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拟定的两份
官方文件中分别使用了明显带有区别的
措辞。美政府撇开阿富汗政府、单方面
与塔利班进行谈判，并对后者作出重大
让步，进而直接引发阿富汗政府和塔利
班双方的纷争，不仅给阿富汗国内和平
进程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其自身军事力
量能否按期从阿富汗全身而退也不得而
知。这对于急于在选举年履行竞选承
诺，将驻阿美军撤回国内的特朗普来说，
并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和平协议前景黯淡

当前，美国与塔利班签署的和平协
议很难在短期内结束这场已长达近 19
年的战争。现阶段，和平协议能否有效
执行仍受几方面因素掣肘。

首先，美国政界高层对和平协议本

身存在分歧。就在协议签署当天，美前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表示，美方此
举会给美民众带来无法承受的高风险，
将塔利班武装“合法化”是向“伊斯兰
国”和“基地”组织发出的错误信号。在
此之前，美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曾联名
致信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
称美军的撤离将在阿富汗境内留下巨
大的权力真空，当地残存的恐怖组织将
趁机做大做强。对于上述担忧，埃斯珀
辩称，美国将在阿富汗国内建立“监督
与核查机制”，实现“有条件”撤军，一旦
发现塔利班一方有违约行为，美国将立
即废除协议。

其次，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缺
乏最基本的信任。长期以来，塔利班将
阿政府视为美国的“傀儡”，否认其存在
的合法性，并拒绝与其展开实质性对
话。阿富汗政府一方面抱怨美方将自身
排除在与塔利班和谈进程之外，另一方
面欲借助“释囚”问题彰显其独立于美国
的立场与地位，为在今后可能开启的国
内和平对话抬高价码。

最后，作为检验和平协议落实成效
的“试金石”，阿富汗国内和平对话的具
体议题仍有待商榷。阿富汗国内错综复
杂的宗教与民族矛盾，使得各参与方难
以在诸如宪法改革、选举权分配、妇女权
益、武装力量整合等关键议题上达成最
起码的共识，这无疑将使对话本身的意
义大打折扣。

总之，美方急于脱身加上阿富汗国
内各派政治势力间无休止的争斗，致使
和平协议面临夭折风险，正如英媒所说，
真正的和平似乎比战争更为艰难。

美空袭塔利班，和平协议恐成空
■季 澄

近日，美国空军在佛罗里达举行
空战研讨会，会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马斯克表示，F-35战斗机如果遇上人
类远程操控的无人机，将没有胜算。
随后，五角大楼 F-35计划负责人、美
国空军中将埃里克?菲克在公开场合
回应称，F-35战斗机仍将在未来数十
年内发挥重要作用。

在此前的空战研讨会上，马斯克声
称“战斗机时代已经过去”，他认为空军
转向自主战斗无人机只是时间问题。
马斯克认为，相比传统战斗机，无人机
物力和人力成本更小，且具有“察打一
体”优势，在情报搜集的同时能够执行
打击任务。马斯克还提到人工智能，称
如果无人机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在
作战效率上将显著超过F-35战斗机。

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了美国军方和
业内人士的反驳。

一方面，尽管无人机技术和人工智
能技术取得瞩目进展，但并未完全成
熟，难以和经过严格训练的战斗机飞行
员一样有效处理信息。美国空战司令

部司令迈克?霍姆斯表示，长期来看，美
国仍需战斗机、轰炸机等载人飞机建立
和维持空中优势。2019年，3辆使用自
动驾驶功能的特斯拉汽车出现事故，说
明自主系统的潜力不应被过分夸大。

另一方面，无人机对技术的高要
求可能引发战争伦理问题。传感器数
据从无人机传送给操作员需要时间，
操作员需要处理信息并做出决定，命
令随后被传回无人机，对于战争中的
瞬间决策来说，这个过程过于缓慢，通
信延迟可能使无人机无法持续保持机
动性。因此，无人机需要非常先进、完
全自主的系统。如果无人机处于操控
范围外，则需要通过机载处理器或加
密云计算过程赋予无人机决策能力。
到目前为止，这种技术尚不存在，即使
存在也会带来道德和伦理问题。无人
机需要人类远程操控，仅依靠自主系
统确定敌友，并在没有得到人类同意
的情况下部署武器，这种情况不明智
且非常危险，无人机甚至可能沦为终
结者式的“杀人机器”。

F-35的时代结束了吗
■郑海琦

近日，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称，
美国务院已批准再向波兰出售价值 1
亿美元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声
明中称，“美国务院决定批准向波兰出
售18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79部发
射装置以及相关设备，预计总价值为1
亿美元”。美方称这笔交易将帮助波
兰提高其长期防御力，以保护该国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

波兰不遗余力地向美靠近是因为
与俄罗斯的宿怨。历史上，波兰曾三度
被邻国瓜分，沙俄都参与其中。二战
前，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秘密附加议
定书》，波兰被苏德分割占领。二战结
束后波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这些
历史让波兰对俄罗斯充满警惕。

原本波兰的两大倚仗分别是欧盟
和北约，但自 2015年波兰法律与公正
党执政后，波兰与欧盟渐行渐远。加
上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欧盟内部在
对俄态度上更加分裂，法德等国主张
与俄缓和关系，而俄的近邻国家则持
相反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担心
自己可能成为欧盟的弃子，加紧向美
国示好。

对美国而言，波兰地处北约和欧
盟前沿，一直是美国中东欧战略实施
的重点对象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
利用东欧各国渴望融入西方和寻求美
国保护的心理，以波兰作为美国欧洲
地缘政治外交的战略支轴，企图遏制
俄罗斯。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助推
了波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2015年美
国向波兰特种部队赠送 45辆装甲车。
2016年，美国开始进行部署在波兰的
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基础建设。
2018年，美国与波兰签署“爱国者”防
空导弹系统的采购合同，同时波兰邀
请美军常驻，并表示愿为此支付 20亿
美元。今年 1月 31日，波兰与美国签
署价值 46亿美元的军购协议，向美国
购买 32架 F-35战斗机、33台普惠 F-
135发动机还有相关电子战系统。

面对西方挤压，俄罗斯周边安全
形势更加严峻，东欧一些国家正加紧

“去俄化”。俄罗斯不得不另辟蹊径，
一方面在叙利亚等地区加大介入力
度，另一方面与乌克兰改善关系，但波
兰与美国在军事上的频繁互动，无疑
在俄罗斯西大门埋下巨大隐患。

另外，美波走近还将进一步分裂
欧洲。如今，法德领导人正在积极倡
导“欧洲防务独立”，主张排除美国影
响，由欧洲人保卫欧洲。波兰“甘愿将
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的做法，无疑
会使“欧洲防务独立”更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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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美军““标枪标枪””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政府与
阿富汗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仅4
天，驻阿美军再次对塔利班在阿
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目标实
施空袭，以报复塔利班在和平协
议签署后对阿富汗安全部队发
动的密集袭击。美军此番行动
不但将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
和平协议执行前景的疑虑与担
忧，更凸显了阿富汗国内局势的
复杂与动荡，看似曙光初现的和
平进程可能因此陷入停滞不前
的境地。

尽管有美军的支援尽管有美军的支援，，但是阿但是阿
富汗安全部队依然节节败退富汗安全部队依然节节败退

F-F-3535战斗机战斗机

经 6小时紧密磋商后，俄罗
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宣布，自当地时间 3月 6日
0时起，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各
方实现停火。停战协议的达成
标志着近一段时期叙北部地区
各方激战暂时告一段落，避免了
俄土两国直接擦枪走火，也为急
剧恶化的地区局势及时“踩下刹
车”。不过，叙利亚的命运早已
不在叙利亚人手中，地区大国与
域外大国之间的博弈主导着叙
利亚未来的走向。由于各方利
益错综复杂且矛盾根深蒂固，脆
弱的战略平衡很容易被偶然的
冲突事件打破，未来叙局势很可
能再次出现反转，长期的持续动
荡仍将是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