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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rror

国际 13

美民众反战示威 高呼
“
不要战争”
美英法的军事行动合法性遭到部分国家质疑 阿拉伯国家呼吁独立调查

据央视报道， 美英法三国对叙利
亚发动袭击后， 多方呼吁叙利亚问题
应当放在国际框架下解决。 而汇集了
超过 30 个美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代
表的美洲峰会刚刚在秘鲁首都利马闭
幕。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峰会演讲期间，
号召美洲国家公开对打击叙利亚表示
支持。 但多个与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
员的看法却与美国不尽相同。
此外，14 日， 美国数十座城市大
批民众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叙军事打击。

打脸
美洲多国领导人不支持动武
阿拉伯国家呼吁独立调查
本届峰会期间， 外界对叙利亚问
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峰会原定
的反腐败议程。 在峰会最后的记者会
上， 全球记者的问题更多涉及叙利亚
袭击、委内瑞拉局势和美国立场等。
在峰会期间，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
示，
“我号召这个自由的半球的所有国
家来支持由美国和它的盟国共同采取
的军事措施，并且公开表示支持。 ”
然而， 多个与会国领导 人 对 此
表示了不同看法， 古巴外长罗德里
格斯表示，“古巴政府坚决谴责美国
及其部分北约盟友， 对叙利亚犯下
的袭击罪行。这种违法的、没有证据
的单边主义行为， 严重违反了国际
法准则。 ”
巴西总统特梅尔则称，“
空袭营造
了非常令人担忧的氛围， 所以我们作
了今天的表态， 包括所有出席了今天
美洲峰会的人，都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就是需要一个国际解决方案， 而不是
单边化的。我们还会继续关注事态。我
们截至目前的表态是， 这些问题是要
通过国际法来解决的， 而不能只是诉
诸武力， 我们认为外交渠道的对话非
常重要。 ”
秘鲁总统比斯卡拉也表示，
“
在这
个问题上， 秘鲁的立场是避免事态升
级，并且寻求通过《联合国宪章》中的
政治机制，来寻求解决方案。 ”
除了美洲峰会， 为期一天的阿拉
伯国家联盟（阿盟）首脑会议 15 日在
沙特阿拉伯东部城市宰赫兰举行。 阿
拉伯国家领导人 15 日呼吁国际社会
对据称叙利亚
“
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展
开独立调查。
会后发表的闭幕宣言说：“我们
正密切关注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采取
的行动。 ”
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对“
化学武器
袭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宣言重申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
亚问题的必要性， 呼吁叙利亚境内所
有外国军队撤离以维护叙主权独立和
领土完整。

追问
“
假如真有化武，
我们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部的
拜尔宰区， 一处科研中心成为 14 日
凌晨美英法军事打击叙利亚的目标之
一。袭击发生后，记者看到成片的建筑
已沦为废墟，浓烟依旧弥漫，像是一座

4 月 15 日，数百名反战人士在美国纽约参加集会，呼吁政府结束战争，珍惜和平

正在焚烧的大垃圾场……
一名军方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
这处研究中心之所以会成为袭击目
标， 是因为美国等国声称这里储存着
叙利亚军队的化学武器。
“假如真有化学武器， 我们怎么
可能还站在这里？ ”站在废墟旁，该科
研中心制药和化学工业发展部主任
赛义德发出这样的质问。
赛义德对记者说， 化学武器在爆
炸后会释放到空气中， 并很快传播开
来，产生长时间的杀伤力。 而他和同事
们在袭击发生后的凌晨 5 时就来到现
场，并没发现任何有毒气体，看到的也
只有曾经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家园毁于
一旦。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曾多次在这
所研究中心进行取样调查，最终发布
的报告确认这里并没有化学武器。 ”
赛义德气愤地说， 美国竟罔顾事实，
悍然将罪恶的导弹射向了这里。
“好好的教学楼和实验室都被炸
没了。 ”现场有人感慨道，比物质损失
更大的是无价的科研成果化为乌有。
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军方曾多次
强调， 叙利亚政府所有库存化学武器
早在 2014 年就被销毁， 此后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也确认叙利亚所有化武已
被销毁。
然而，美国等国多次指责叙政府
军在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平
民死伤。 袭击过后，义愤的叙利亚民
众聚集到大马士革的广场、 街道，他
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美英
法三国军事行动的不满。
“反对侵略！ 叙利亚万岁！ ”在市
中心的倭马亚广场，23 岁的理发师穆
罕默德在人群中振臂呼喊。
当被问及害不害怕袭击再次发
生时，穆罕默德说，叙利亚人在经历
了这么多苦难后，“内心已经长出了
盔甲”，变得十分坚强。

抗议
美数十座城市举行示威活动
高呼
“叙利亚不要战争”
14 日，美国数十座城市大批民众
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美国总
统特朗普对叙军事打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美国广播公
司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14 日，加州
洛杉矶、旧金山、萨克拉门托等城市大
批民众上街抗议西方国家轰炸叙利
亚。他们沿途拉起叙利亚国旗、高举写
有“叙利亚不要战争”等的标语牌，并
高喊反战口号。 同日，在美国波特兰、
奥克兰等城市也举行了示威活动。
对于特朗普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军
事打击， 美国国会内部以及美国媒体
也出现了不少批评声音。 民主党参议
员凯恩称其行动
“鲁莽”和
“非法”。 在
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内， 众议员托马
斯·麦西则直接称其
“违宪”。美国媒体
则纷纷担忧特朗普的行动会使美国重
蹈覆辙。
此外， 美英法的军事行动合法性
遭到部分国家质疑。 英国反对党工党
领袖科尔宾说， 英国在采取军事行动
前应寻求议会批准，这次军事行动“
合
法性”存疑。 古巴外交部 14 日发表声
明说， 这是美国以叙利亚政府对平民
使用化学武器为借口， 在联合国安理
会框架外采取的“单方面”措施，违反
《联合国宪章》。

分析
美国为什么急着对叙动手？
7 日发生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
事件真相未明，美国为何急着对叙利
亚动手？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
主导发动此次袭击，有国内、国际多
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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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叙利亚局势发展迫使美国
出牌。 叙利亚内战 7 年多来，巴沙尔
政府非但没有被美国支持的反政府
武装打垮， 还逐步取得了战场主动
权。 美国不愿看到巴沙尔政府扩大战
果，稳固政权，因而不得不出手。
不过， 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玛
哈·叶海亚说， 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
军事手段推翻巴沙尔政府的时机早
已过去，美国去年的导弹袭击也毫无
效果。 她说，相关各方广泛参与的外
交谈判才是唯一出路。
第二，美国外交鹰派得势。 化学
武器是奥巴马政府划定的对叙进行
军事干预的“红线”。 伊拉克、阿富汗
和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在前，奥巴马坚
持主张不让美国陷入叙利亚危机。 但
这一对叙政策饱受国内共和党鹰派
诟病，这些人一直主张对叙动武。
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外交和安全
团队经历多轮变动，候任国务卿蓬佩
奥外交立场强硬，而上任不久的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则是知名
“
鹰
“
红线”，也是打
派”人物。化学武器既是
击叙利亚的借口。 咬住这一借口，博尔
顿已经展示其
“
战争鹰派”的做派。
第三，实施排除异己的中东新战
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版《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 报告描述了其中东政策的
大致方向，即“美国不希望中东被任
何敌视美国的势力所主导”。 在美国
眼里，这里的敌视势力自然包括俄罗斯
与伊朗。
第四，转移国内政治压力。 目前，
特朗普面临团队人员不整、“通俄门”
调查步步紧逼的困局。 此外，目前美
国中期选举临近， 民主党人在各州
摩拳擦掌欲夺回失地。 特朗普在国
内可谓是前有路障、后有追兵。 从这
一局面看， 一场迅速且简短的海外
军事行动是转移国内矛盾和焦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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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