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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土耳其与美国达成在叙利

亚北部合作设立“安全区”的协议。根据

协议，美土双方将在土境内设立联合行动

中心，对规划中的安全区进行协调管理。

此前不久，美国不让土耳其参与F-35战

机项目，对双方关系造成打击。但从此次

双方合作设立“安全区”可以看出，美国正

逐步向土耳其作出一定妥协。

促成此次合作的契机，是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8月6日表示即将越境进入叙

利亚打击库尔德武装。而美国方面则认

定土方行动“不可接受”，扬言将予以阻

止。但土美均不希望恶化双边关系，因此

寻求共同利益开展合作是折中之举。

土耳其在此时宣称打击库尔德武

装，有着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量。一

方面，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已对

土耳其国内库尔德人管理造成负面影

响。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

德人被卷入战局并逐渐壮大。在与叙

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的武装冲突中，库

尔德人最终抵挡住了反对派武装的攻

击，并将大量“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

驱逐出境。目前，库尔德人已控制超过

四分之一的叙利亚国土，实际上已处于

自治的状态。一旦叙利亚库尔德人自

治区合法化，相隔不远的土境内库尔德

人可能会效仿，这将对土耳其的国家稳

定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土耳其

曾先后发起“幼发拉底盾牌”和“橄榄

枝”军事行动，越境打击库尔德势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此举也是在向美

国施压。由于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有着巨

大影响力，因此利用库尔德武装打击“伊

斯兰国”成为美国中东反恐战争的一部

分，并不断给予库尔德武装大量的物资

与人员协助。如今库尔德武装已成为美

国在叙利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美国

影响叙利亚内战乃至中东地区局势的重

要“抓手”。日前，因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美国一度声称要

制裁土耳其，还将其踢出了F-35供应

链。虽然土耳其表现得不太在乎，但对

于美国可能的制裁却无法等闲视之，而

且心里依旧希望能购买F-35战机。土

耳其十分清楚库尔德武装对于美国的重

要性，宣布越境打击迫使美国做出相关

让步，是土耳其做出的现实选择。

事实上，土美合作设立“安全区”并

非一时兴起，双方在之前有过相关讨

论，但在“安全区”范围、由谁控制等问

题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而此次土耳

其宣布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意志显得非

常坚定，声称“不论盟友是否支持”，土

耳其都将付诸行动。美国眼见难以阻

止，为了保住库尔德武装，这才在“安全

区”谈判中向土方做出了让步。

由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并且有

着重要的地缘位置，美国不希望与土

彻底搞僵，更不想让其与俄罗斯、伊朗

等对手走近，所以在土耳其购买S-400

防空导弹系统触及到美国的“底线”以

后，特朗普仍在制裁土耳其方面含糊其

词，还把责任推给前任政府。因此，美

国此时正好借机向土耳其释放善意，在

保护库尔德武装的同时，“顺坡下驴”将

土耳其拉回身边。

根据此次协议，土美两国将建立一

个联合行动中心，以协调和处理在叙北

部建立“安全区”事宜，该“安全区”将成

为一条“和平走廊”，帮助叙利亚难民重

返家园。不难看出，土美此次合作是双

方在诸多问题上互相妥协的结果，“安

全区”能否真正为地区带来安全尚有待

观察。

土美有意在叙利亚北部合作设立“安全区”—

“安全区”能否带来地区安全
■兰顺正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
吴嘉林、成欣）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12
日在北京同印度外长苏杰生共同主持中
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
共同倡导成立的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为推动中印关系全面发展搭建了
新的重要平台。加强中印人文交流，需
要凝聚共识，结果导向，将两国传统友
谊传递到基层，将两国领导人共识转化
为行动。需要兼容并蓄、聚同化异，反

对“文明冲突论”，携手谱写中印两大文
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新篇章。需要
精心筹划，打造精品，以明年中印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举办更加丰富多彩的
人文交流活动。需要重心下沉、着眼未
来，不断充实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人
文交流新架构，鼓励更多青年投身中印
友好事业。需要创新思路，深挖潜力，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苏杰生表示，印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取得更大发展。

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一年一度的国际黑客大会11日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闭幕。这一会聚

全球网络安全专业人士的顶级黑客

大会，不仅是信息安全领域最新发展

趋势、创新技术和风险漏洞的展示

台，同时也是国际顶尖黑客“巅峰对

决”的竞技场。

各路黑客云集一堂，都进行了哪

些比拼？如何一决高下？从这些小

场景，可以感受到紧张而火热的现场

氛围。

拉斯维加斯好莱坞星球酒店二

层大厅，国际黑客大会夺旗赛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经过层层闯关，共有16

支来自世界各国的黑客战队进入决

赛，进行终极较量。在为期3天、总计

24小时的比赛中，主办方为他们设计

了网络安全相关的各种难题和挑战，

参赛队通过破解不同类型的漏洞、攻

击对手、防御自身、达成相应目标来

获得积分。

大屏幕上，16支决赛团队的实时

得分不断变化，正在进行的“漏洞船”

比赛吸引许多同行观战。参赛队员

们神情专注，在电脑前埋头苦干，气

氛紧张激烈。

入围决赛的一团队成员告诉新华

社记者，“漏洞船”游戏比赛是运用返

回导向编程技术，利用漏洞来控制飞

船的前进、转向、子弹发射等行为。游

戏每6分钟更新一次，所有飞船“复活”

重新激战，每轮得分都算入团队总成

绩，影响最终排名。

尽管 3天赛期里，每天要进行 8

小时的现场比拼，但参赛团队为找到

更好的方案，赢得更多积分，场外时

间也在夜以继日地钻研。

夺旗赛主办方负责人、计算机科

学家亚历山德罗·卡普拉韦洛斯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旨在向公众

揭示网络安全的许多真实漏洞和风

险，探索抵御这些风险的方法技能，

增强公众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冠军团队能得到8枚黑色胸牌，

这是国际黑客比赛的最高荣誉，也是

网络安全领域实践操作实力的证

明。”他说。

除了官方举办的夺旗赛，国际黑

客大会期间还有各式各样让人脑洞大

开的黑客比赛上演：密码破译、“星球”

攻击、“医院”保卫战、“间谍”大战……

许多比赛在模拟情景中检验黑客的

实战能力。

“锡箔帽”大赛现场，黑客们暂别

电脑这一“常规武器”，进行“纯手工”

比拼。利用主办方发放的锡箔，参赛

者动手制作造型怪异的帽子，吸引不

少眼球。比赛分两类竞技，一类凭借

独具风格的造型取胜，另一类则是靠

功能取胜——谁制作的锡箔帽隔绝

信号的能力最强，谁就是胜者。

“锡箔可以抵挡电磁场对大脑的

影 响 ，”排 名 第 一 的 参 赛 者“ani-

mae_bob”告诉记者，“参加这样的比

赛，可以让我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探索有效保护隐私的途径。”

8日至11日举行的国际黑客大

会吸引了两万多名与会人员，除了众

多黑客和企业代表，还包括美国国

会、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军方等机

构相关人员。许多受访企业和政府

机构代表告诉记者，这一盛会也是招

募顶尖黑客的良好平台，希望通过邀

请这些黑客攻击自己的网络，来发现

漏洞、找到补救措施，筑牢网络安全

屏障，防患于未然。

（新华社美国拉斯维加斯8月11
日电 记者谭晶晶）

国际顶尖黑客“巅峰对决”
据新华社莫斯科 8月 12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国防部 12日发布
公告说，俄驻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防空部队日前击落了抵近该基地进
行侦察的6架无人机。

公告说，11 日晚间，叙利亚极端
分子发出的 6架无人机从西北方向接
近基地，该基地防空部队第一时间在
安全距离外将这些无人机摧毁。

今年 7月，叙极端分子曾向赫迈
米姆空军基地方向发射火箭弹，未命
中目标，但造成叙利亚平民两人死亡、
4人受伤。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
长鲁茨科伊指出，叙极端分子一直试
图对基地进行攻击，俄驻该基地部队
对此高度戒备，以保护基地免遭极端
分子破坏。

俄驻叙利亚空军基地击落

抵近侦察的6架无人机

据新华社堪培拉 8月 12日电

（记者岳东兴）澳大利亚政府 12日宣
布，将在 20 年内投入 30 亿澳元（1澳
元约合 0.68美元）用于装备尖端设备，
从而提升特种部队战斗力。

澳政府官网当天发表声明说，此
次对特种部队的投入是为了继续加强
2016 年澳国防白皮书提到的特殊作
战能力。声明介绍说，此次对特种部
队的投入第一阶段名为“格雷芬项
目”，预计投入 5亿澳元。澳国防部长
琳达·雷诺兹表示，“格雷芬项目”将向
特种部队提供最优良装备，同时帮助
特种部队与情报、科技等机构合作，以
评估未来威胁与机遇。

澳大利亚政府将投入

30亿澳元武装特种部队

11日，中吉“合作-2019”联合反恐
演练展开联合行动，打响 32个小时的
沙漠追剿战斗。

根据联演总体构想，一伙国际武
装恐怖分子秘密潜入边境地区，制造
多地多点恐怖袭击后，企图逃入沙漠
腹地。中国武警部队“山鹰”突击队
与吉尔吉斯斯坦国民卫队“黑豹”特
战旅根据有关协议，迅速建立联合反
恐指挥所，完成联合战斗编组，做好
战斗准备。

11日 6时，晨曦微露，联合特战队
快速组织兵力投送，采取摩托化机动
和空中机动方式前阻后追。

飞旋的铁翼搅起巨大气流，卷起
大漠黄沙，沉睡的沙漠被惊醒。4架直
升机分为两组，分别采用机降、索降两
种方式，投送联合特战小队。特战队
员落地即展开战术队形，快速隐入红
柳丛中。

红方分组包抄，“暴恐分子”则派
出小股人员反击牵制，其余人员向大
漠腹地逃窜。

此次联合反恐演练，红方由中吉
特战队员混合编队。“暴恐分子”亦非
“善类”——这支专业蓝军熟悉沙漠地
形、武器装备精良，被预先投送进方圆
近 400公里的战斗区域。红方搜剿难
度大、战斗风险高。

记者紧跟红方队员，一路奔袭前
进，脚下全是起伏的沙丘，穿越红柳丛
时，密密匝匝的红柳枝刮得脸颊生疼。

中吉特战队员一边射击，一边冲
下沙丘。顺着突击方向，记者看到几
个“暴恐分子”被击毙。

联合特战队随后立即向大漠腹地
追击，5个特战小队沿沙丘搜索前进，
与层层阻击的“暴恐分子”激烈交火，
同时安排兵力从两侧迂回穿插，合围
捕歼。
“为实现红蓝双方自主对抗，此次

沙漠追剿战斗投入单兵信息化装备，
实现全域通、全时通、全程通。”红方指
挥员说，“没有导调组涉入，蓝方的攻
击无限制、高强度。红方能否取得胜
利，还是未知数。”

一道一道沙丘，一场一场战斗。
“这是‘黑豹’特战旅参演官兵首次在
沙漠地区开展追剿行动。炎热的天

气、陌生的地域、超常规负重都给队员
带来极大挑战。”“黑豹”特战旅指挥员
告诉记者，“我参加最长的作战行动长
达 6个月，从春寒料峭到雪花飞舞，深
知气候对作战影响很大。但不论条件
如何恶劣，都必须坚持到底。”

11日 17时，沙漠腹地地表温度近
40摄氏度，红蓝双方均已接近体力极
限，但 32个小时的沙漠追剿战斗仍在
继续。

（本报乌鲁木齐8月11日电）

上图：中吉特战队员在演练中。

田晓鹏摄

联合追剿 大漠突击
—中吉“合作-2019”联合反恐演练侧记

■本报记者 吴 敏

本 报 库 尔 勒 8月 12日 电

李康、记者韩成报道：今天上
午，“国际军事比赛-2019”“安
全环境”项目接力赛在新疆库尔
勒赛区举行。最终，由新疆军区
某师组建的中国参赛队以 20 分
42 秒 的成绩勇夺第一名。至
此，“安全环境”项目所有比赛
结束，中国参赛队包揽该项目全
部第一。

据了解，“安全环境”核生
化侦察组项目包括单组赛、射
击赛和接力赛 3 个阶段，来自
中国、亚美尼亚、埃及、俄罗
斯和越南 5 个国家的参赛队进
行比拼。该项目主要检验防化
兵驾驶防化侦察车通过复杂道
路、遂行核生化侦察和洗消作
业的能力。

按照“安全环境”项目接
力赛规则，每个参赛队派出前
期参加单组赛和射击赛的 2 个
车组参赛，每个车组驾驶 1 辆
防化侦察车。赛场上，每个车
组的成员需要在身着防护装
具、携带自动步枪的情况下，
完成驾驶车辆过障、辐射侦
察、洗消作业以及火力突击等
比赛内容。
“和单组赛相比，接力赛更

考验各参赛队的整体实力，任何
一个环节失误，都将影响全队的
最终成绩。”“安全环境”项目裁
判李自涛说。

本 报 库 尔 勒 8月 12日 电

刘晓东、记者韩成报道：今天上
午，在新疆库尔勒赛区举行的
“国际军事比赛-2019”“晴空”
项目多能赛成绩揭晓，中国参赛
队获得第一名。

记者了解到，多能赛旨在
检验参赛队员上车能防空、下
车能战斗的能力。在此项比赛
中，各国参赛队员要驾驶步战
车在 9.5 公里长的“凹”字形闭
合赛道上，依次通过车辙桥、
涉水场、反坦克壕等 12 组障
碍，还要使用自动步枪对 3个距
离上的 24 个隐显目标进行实弹
射击，并操作防空导弹和高射
机枪打击空中高速飞行目标和
超低空直升机靶标。

按照赛前抽签顺序，中国参
赛队在多能赛中以排序第 4 出
场，5名参赛队员先后出色完成
了所有比赛课目，取得第一名。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赛队分别取
得了该项比赛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晴空”项目综合赛将于 13

日在新疆库尔勒赛区举行，这也
是该项目的最后一场比赛。

左图：8月12日，“国际军

事比赛-2019”“安全环境”项

目接力赛在新疆库尔勒赛区举

行。这是中国参赛队员在比赛中

驾驶防化侦察车快速通过炮火拦

阻区。 袁 凯摄

我军参赛队包揽“安全环境”项目全部第一
在“晴空”项目多能赛中夺冠

本报莫斯科8月12日电 特约记
者吴旭、通讯员尹庆文报道：8 月 9
日，俄罗斯克孜勒市郊外，“国际军事
比赛-2019”“军事拉力”项目迎来收
官之战——团体赛。代表我军参赛的
第 77集团军某旅官兵奋力拼搏，与多
国强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以 3小时
19分 54秒的成绩夺得第二名。
“如果说‘军事拉力’前几项比赛

都是‘单打独斗’的话，那最后的团
体赛就是‘集体作战’了。”据中国参
赛队队长刘大鹏介绍，团体赛主要考
验每个参赛队的车辆编组长距离驾
驶、车辆快速抢修等能力。

根据规则，在“军事拉力”项目
团体赛中，每个参赛队要驾驶 1台四
驱运输车和 3台六驱运输车，通过山
地、丛林、戈壁、草原、荒漠等复杂

路段，途中还要准确通过预先设置的
238 个控制点和 4 个打卡点。比赛期
间，车辆最快时速不得超过 70公里，
比赛成绩按照参赛队最后一台通过终
点的车辆用时计算。

上午 9 时许，中国参赛队 4 台运
输车依次出发。一路上，队员们相
互配合、密切协作，驾驶车辆快速
行进，车厢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格外鲜艳。无论下车打卡，还是相
互鼓励，每名队员心中都有一个坚
定的目标：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
军人风采，为祖国争光。当中国参
赛队 4台车全部冲过终点时，现场响
起阵阵喝彩。

据了解，今年的“军事拉力”项
目比赛于 8月 4日至 9日在俄罗斯克孜
勒市举行，目前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比赛路况更加复
杂、赛场环境更加恶劣、比赛规则更
加严苛、实战化氛围更加浓厚。在今
年的“军事拉力”项目中，中国参赛
队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
乌兹别克斯坦 4国高手同台竞技，在
单车赛、追逐赛、火力赛和团体赛中
展开角逐。最终，中国参赛队夺得 4
个第二名、1个第三名。

“军事拉力”项目收官

我军参赛队获团体赛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