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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形成微妙
而脆弱平衡的节点，特朗普突然宣
布要从叙利亚撤军，犹如“一石激
起千层浪”，多方势力展开复杂而激
烈的博弈，纷纷寻求各自利益的最
大化。

在叙政府军基本肃清南部反对派
势力之后，叙利亚战争的焦点已然
转向北部，其中尤以伊德利卜和曼
比季地区为最。伊德利卜是反对派
最后的大本营，背后有地区强国土
耳其鼎力支撑，双方一时形成力量
均衡，使得传说中的“伊德利卜绞
杀战”迟迟引而不发。相比之下，
曼比季地区则更为复杂，虽暂由库
尔德武装控制，并以美法等西方联
军为后盾，但叙政府和土耳其都跃
跃欲试。

叙政府——

“磨刀霍霍”向油区

当特朗普去年 12 月 19 日宣布撤
军之时，叙政府无疑是兴奋的，似
乎收复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机会窗口
瞬间打开了。近几年来，叙亲政府
武装曾数次在幼发拉底河上架桥，
准备强渡，但每次都以遭受美军空
袭摧毁而告终。在叙政府眼中，美
军就是横亘在幼发拉底河上阻碍其
统一的最大障碍。如果美军真能如
约撤走，叙利亚当前最大的目标就
是收复并控制东部富庶的石油和天
然气产区。

尽管叙利亚国内油气储量不大，
产量也不高，但这毕竟是其稳定的外
汇来源。在经历 8年苦战后，叙政府
财源几近枯竭，而大量依赖俄罗斯和
伊朗的贷款和援助也并非长久之计。
因此，叙阿萨德政府将加紧收复石油
产区，让自己真正拥有造血功能，同
时也可切断库尔德武装的财源。当
然，阿萨德政府也明白，美国仍对自
己抱有敌意，美军此次是真撤还是假
撤尚存悬念。

土耳其——

打 击 库 尔 德 武 装

“箭在弦上”

考虑到土南部库尔德工人党同叙
利亚库尔德人的地缘、血缘、族缘
联系紧密，叙库尔德人如独立建国
或仅是高度自治都将对土南部局势

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埃尔多安
必然全力打击库尔德武装，进而以
反恐之名在土叙边境建立一片长期
的“维稳反恐区”。

正是基于建立缓冲区的长远打
算，埃尔多安才好不容易说服特朗普
撤军，由土军替美军将“反恐大业”
进行到底。而在美军刚有撤军苗头
时，土军更是一马当先进入曼比季。
如果美军此次是真撤，土军将趁势向
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库尔德区推进，果
如此，将使叙政府的统一大业化为迷
梦。

库尔德武装——

誓言守住“钱袋子”

库尔德武装是美军打击“伊斯兰
国”的坚定盟友，这次因特朗普“撤
军令”感觉被背弃而很受伤，也深知
将因此而遭受巨大打击。毕竟，对土
耳其和叙阿萨德政府来说，双方在打
击库尔德武装上存在共同利益。前者
认为，库尔德武装是策应土南部库尔
德工人党的最大帮手，必欲除之而后
快。后者则视库尔德武装为割据一方
阻碍统一的“眼中钉”。

对此，库尔德武装的策略是在必
要的时候放弃曼比季，但将幼发拉底
河防线作为“底线”。一方面，这种
地理上的天然界限有着很强的象征意
义，一旦被突破，独立或高度自治都
将成为泡影；另一方面，幼发拉底河
以东聚集了重要的油气田，是库尔德
武装的“钱袋子”，一旦失去就没有
重整旗鼓的本钱了。不过，局势也没
有那么糟。就在特朗普宣称撤军后数
日，叙政府军就再次尝试在幼发拉底
河上架桥渡河，没想到还是招来了美
军的轰炸。可见，库尔德武装的最后
防线，可能跟美军的心理底线是重合
的。

法国——

借此机会欲“大展

身手”

听到特朗普说要撤军，法国总统
马克龙立即强调不会“跟风”。一直
以来，法国对中东，特别是对叙利亚
等有着特殊的历史情感，而浓浓的大
国情结更会激励法国人在这场乱局中
一试身手。法国的长远目标是确保库
尔德的事实独立。

目前，法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派
驻有大约 1000 多名军人。一旦美国
人真的撒手不管，马克龙还打算向
曼比季派遣法军特种部队，和当地
库尔德武装并肩战斗。马克龙此
举，既是欲在中东发挥更大影响
力，也是转移国内视线，试图缓解
“黄马甲”事件对政府的冲击。但法
军毕竟不是美军，其究竟有多大的
决心、军力和财力来保护和支援库
尔德人尚有待观察。

俄罗斯——

高兴背后有尴尬

对于特朗普的撤军，普京大概
是最为矛盾的——高兴并尴尬着。
高兴的是，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尴
尬的是，局面并没有因为少了一个
对手而简化，相反还变得复杂了，
可能会出现自己左手打右手的局
面。毕竟，俄同土和叙政府的关系
都不错，同库尔德人也有联系，库
尔德民主联盟党在莫斯科还设有办
公室，一旦土叙两国因为争夺美军
留下的真空而在库区大打出手，俄
罗斯到底该帮谁？

如果再考虑到已深度介入叙利
亚内战的什叶派伊朗和黎巴嫩真主
党的态度，那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从这一角度而言，美陆军退役上校
麦格雷戈称特朗普撤军为“妙招”
似乎也有点道理。其实，俄罗斯在
叙利亚内战中最现实的利益是获得
了西部沿海的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和
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这两个基
地，除了位于伊德利卜省的反对派
会时不时派出无人机进行骚扰外，
也已得到保障，普京并不想节外生
枝。

当然，特朗普的撤军言论是否真
能落地还在未竟之天。但即便美军从
叙利亚撤走最后一兵一卒，美国就真
的失去对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力了吗？
非也。美国不会放弃库尔德武装这个
“代理人”，正如特朗普宣布撤军后马
上又强调美国“还是要保护库尔德
人”。而且，美军在叙利亚周边密布
军事基地，一旦有需要，美军完全可
以从周边基地出动空军或发射巡航导
弹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也可以
出动阿帕奇等空中突击力量进行特种
作战。因此，美军还是有能力干涉叙
利亚局势的。从这个角度看，说 8年
的叙利亚战争即将打到尽头，恐怕还
言之过早。

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多方势力展开复杂而激烈
的博弈—

美军要撤，叙局势走向如何？
■李瑞景

1月 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松口

风，否认为从叙利亚撤军设定明确的

时间表，称撤军将“在一段时间内”完

成，并称“从来没有说过明天就离开”，

美军会“精明”脱身等。而就在此前，

特朗普还称叙利亚只有“沙土”和“死

亡”，将撤出全部美军。美军欲走还

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特朗普此番改口，表明其“撤军

令”受到了各方力量的掣肘，面临着很

大阻力。这也凸显出美国既不愿意像

过去那样承担那么多责任，又不愿意

放弃自身影响力的无奈。

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特朗普的

“撤军令”遭到国会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

党主流精英的反对。与特朗普的实用

主义哲学不同，共和党的建制派以及民

主党更加注重地缘博弈，特别是同俄罗

斯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同时，他们至

少在嘴巴上还是讲点“情怀”的。他们认

为，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远未被打

败，如果贸然撤军不仅可能令该组织卷

土重来，也会让一直受美国支持的该地

区库尔德武装遭到“覆灭”。此外撤军也

会损害地区盟国对美国的信任，甚至冲

击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毕竟，支撑美

国联盟体系的，其实就是一种“信用”，而

一旦美国选择背弃替自己冲锋陷阵的

盟友，将会让其他盟友人人自危。因此，

反对者认为此时撤军是“很不成熟”的决

定，将犯下“代价昂贵”的错误。

特朗普的“撤军令”也遭到军方的

强烈反对。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

撤军决定一出，便迅即遭到多名美国

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反对，并最终导

致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辞职。对于军方

反对的理由，除了大多数人马上就能

联想到的，诸如实战锻炼部队、争取国

防军费外，美军军官晋升规则的“偏

好”也不可忽视。美军军官晋升采取

积分制，其中“经历”一项占有非常大

的比重，如果任期内甚至是整个从军

生涯中从未同敌人交过火，甚至从未

赴过战地，那么其军旅生涯将难以走

得很远。这也是美军军官远赴伊拉

克、阿富汗等战地的重要驱动力。如

今，远在叙利亚的美国驻军，虽要面临

各种危险，但晋升机会多，真可谓“富

贵险中求”。因此，军方的反对也是特

朗普撤军路上的“拦路虎”。

此外，美国盟友也表示“很受伤”。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盟友就是要并肩

战斗，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十分遗憾，

美国的决定不会影响法国在这一地区

的军事介入。英国则表示，“伊斯兰国”

仍然是一个威胁，他们还将继续和叙利

亚的其他盟友合作，打击当地的极端组

织势力。以色列对美国撤军表示了担

忧，但承诺将继续在叙利亚开展行动，

以打击伊朗在该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

力。感觉受到“背叛”的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还主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

行了电话会谈，讨论了美国撤军叙利亚

背景下的叙利亚局势。

重重压力之下，特朗普不得不做出

妥协，降低撤军的调门。但特朗普作出

撤军决定并非一时兴起，秉持“美国优

先”理念的他一直对美国在海外的大规

模军事存在不满，认为这种耗资不菲的

做法并未给美国带来实质性好处，试图

让美军从叙利亚“泥潭”中早日抽身，从

而也可给自身增添一笔政治红利。而

且，据美国媒体报道，离职的美国国防

部长马蒂斯已经签署了美国从叙利亚

撤军的执行令。因此，特朗普改口之

词，或许只是其撤军的权宜之计。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美国从叙利

亚撤军，也很可能是打了折扣的“全

撤”。美国人说的撤军，在经过国内政

党的激烈斗争后，到最后经常变成不

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全撤”。如奥

巴马上台前后曾信誓旦旦地向选民保

证要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后来

又以安全、反恐等诸多理由一直驻军

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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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日前，日本防卫省宣布，由外务、
防卫两省和驻日美军组成的日美联合委
员会，一致同意在日本新田原和筑城基
地新建美军用弹药库等设施，建设费用
全部由日本负担，预计在2022年交给美
方。

此次协议的达成,是基于 2006年日
美制定的有关整编驻日美军路线图。它
明文规定,在美军归还普天间机场之
前，将视必要性完善设施，以便紧急使
用上述两个基地。

根据协议，将在两个基地建设弹药
库、停机坪、燃料库等设施。此外，在
筑城还将修建美军宿舍，并把现为
2400 米长的跑道延长至与普天间机场
标准相同的 2700 米。根据美军设想，
两基地各类设施需满足在紧急事态下接
纳美 12 架战斗机、1 架运输机和大约
200名美军官兵。外媒预测，美军可能
会将上述两机场作为综合机场，除陆战
队外，海、空军战机均会以轮换和临时
部署方式进驻。

新田原和筑城基地均位于日本西
南部的九州地区，是航空自卫队遏控
对马海峡、应对朝鲜半岛和日本海南
部区域突发情况的重要基地，具备一
流的空勤保障能力。这两个基地上新
建供美军使用的设施启用后，美可选
择临时部署、常态布防或应急使用等
多种方式进驻。

新田原基地是日本九州岛上最大
的航空自卫队基地，是西部航空方面
队第 5 战斗航空团驻地，主要装备有

F-4 和 T-4 型战斗机，其中后者曾作
为监测朝核试动向的重要空中平台。
这里也是日 F-15战斗机飞行教导队所
在地，设施齐全，保障能力强。筑城
基地所辖第 8飞行队列装 F-2 和 F-15
型战斗机，现代化程度在日本航空自
卫队诸军用机场中居于前列，是日本
处置其西南和西部方向的重要航空战
力。

对美方而言，获得九州新田原和筑
城机场使用权，并由日方承担建设费
用，是其不断对日施压后取得的成果。
从地理位置看，九州与冲绳同属一岛
链，不会对东北亚地区整体布局造成较

大影响，且两地位置较近，美军搬迁和
移防成本缩减。

此外，新田原和筑城基地与日本
多处新型作战力量距离较近，美日空
中作战力量与之毗邻而居，为拓展双
边合作领域提供契机。如日本担负
“离岛防卫”任务的两栖机动旅驻地
相浦、鱼鹰运输机未来部署地佐贺、
大隅级运输舰母港吴港等，均与两基
地在 300 千米范围内，便于与美军进
行联合训练和行动。

下图：新田原基地的日本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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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普天间，入驻筑城、新田原—

以一换二，驻日美军基地变相整编
■刘小辉

1 月 1日，帕特里克·沙纳汉走
马上任，成为美国五角大楼代理掌
门。其前任马蒂斯因与总统特朗普理
念不合，而在 10 几天前递上辞呈。
这位商人出身的代理国防部长，何以
赢得特朗普青睐，又将给五角大楼带
来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如果给沙纳汉贴上一些标签，
“商人”肯定是其中最为显眼的一
个。他从 1986 年起供职于波音公
司， 30 多年来先后担任了多个要
职，如导弹防御系统项目的副总裁兼
总经理、全球供应链战略和先进制造
技术应用的高级副总裁。任职期间，
他曾负责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等研发，
接手因生产问题导致延迟交付使用的
“梦想”787 客机项目，并将其扶回
正轨，因此被赋予波音公司“修理
人”“救火侠”等美誉。

沙纳汉在波音公司的任职经历，
使特朗普对其青睐有加。2017 年 3
月，沙纳汉被提名为美国防部副部长
并于当年 7月上任，主要负责五角大
楼内部改革、创立“太空军”、采
购、预算和审计等。特朗普称沙纳汉
在波音干得很出色，还夸他是个“好
买家”，说自己想要一个“会买的
人”，因为不想看到拨给国防部的资
金被浪费。

任职期间，沙纳汉不仅为波音带
来 200多亿美元的军事合同，还积极

参与美国防务战略制定。他还大刀阔
斧进行改革，在设立“太空军”等核
心问题上与特朗普保持高度一致，行
事风格正如他近期承诺：“我会与军
方领导人合作，坚定执行特朗普总统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政策议程。”

沙纳汉的标签除了“商人”，还
有“竞争思想主导者”。在其牵头
下，美国国防部启动重组，将负责采
办、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
室拆分为两个部门，各由 1名副部长
领导。其中，1名是负责研究和工程
的副部长，另 1名是负责采办和保障
的副部长。这让美军未来长期保持技
术竞争优势的意图凸显。正如沙纳汉

所说：“没有公平竞争这种东西，只
有竞争。”

与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马蒂斯不
同，在进入国防部前，沙纳汉既没有
军事经验，也没有应对外交政策措施
的积累，一路走来都被扣着“商人”
的帽子，也饱受美国会议员的质疑。

沙纳汉的商业背景引发外界对特
朗普政府在军事采购方面与波音公司
往来关系的猜疑。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文章称，沙纳汉的平步青云
显示，“波音在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
内的影响力日益上升”。
“ 您 同 意 立 即 从 叙 利 亚 撤 离

吗？”“您会对总统说不吗？”沙纳汉
新官上任第一天就受到了诸多美国
国会议员的提问，后续更是面临着
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如
何协调国防部和特朗普之间在撤军
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如何应对美国
政府酝酿大幅削减阿富汗驻军人数
的消息；如何说服国会通过国防部
2020 财政年度高达 7500 亿美元的预
算申请；如何应对五角大楼内部可
能会引发的更多人事变动；如何分
配军种预算……显然，新官上任的
沙纳汉肩上的担子并不轻。特朗普
也宣称，沙纳汉将在很长一段时间
担任代理国防部长。其最终能否转
正，坐上并且坐稳五角大楼掌门这
把交椅有待关注。

帕特里克·沙纳汉—

五角大楼代理掌门原系“商人”
■陶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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