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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拉美多國對美國總統川普

推動的政治、移民、貿易和安全

政策表示支持，其合作程度與川

普在本國和歐洲、中東和亞洲等

世界其他地區面臨的反對情況，

形成鮮明對比。墨西哥總統近來

一改之前的敵對態度，稱川普為

「非凡的夥伴」；危地馬拉、宏都

拉斯和薩爾瓦多的領導人也同意

川普的強硬移民政策；而拉美第

一大國巴西的總統自今年初上任

以來，就不斷讚揚川普。各國與

美彼此視為最佳盟友，態度上均

一反往昔。分析認為，這或與川

普和中南美各國間所達成雙方互

利的多項協議有關。

◆英國預定於數週內脫離歐

洲聯盟，要求針對蘇格蘭脫離英國

獨立再次舉行公投的呼聲高漲，

主辦單位宣稱，超過 20 萬支持蘇

格蘭獨立民眾今天在首府愛丁堡

示威遊行。許多示威抗議者高舉

蘇格蘭旗幟，部分民眾穿蘇格蘭

短褶裙，一些人吹奏包括風笛等

樂器，他們從市中心聖十字公園出

發，前往愛丁堡老城主要幹道皇家

一英里（Royal Mile）。一些民眾

沿途高喊「我們要甚麼？獨立」等

口號。

◆黎巴嫩總理哈里里 7 日與

阿聯酋國王碰面時，表達希望阿

聯酋幫忙，資助該國國庫。阿聯

酋承諾會幫助黎巴嫩，並取消了

自 2016 年以來的旅遊禁令。由於

黎巴嫩目前的主要反對黨真主黨

背後是伊朗撐腰，中東的大國之

爭反應在這個經濟快崩潰的小國

上。如果黎巴嫩無法迅速整頓經

濟局勢，真主黨將會趁勢接管國

家，中東周圍的國家將會再度籠

罩在真主黨的恐怖主義之下。

◆伊朗石油部長 6 日表示，

中國國有石油公司已經退出了與

伊朗的一項價值 50 億美元的交

易，該交易是開發伊朗海上天然

氣田的一部分。由於美國政府的

制裁，早些時候，法國道達爾公司

（Total SA）也從該協議中撤出。

美國總統川普退出了伊朗於 2015
年與世界大國達成的核協議並恢

復對伊朗制裁後，伊朗南帕斯油

田 50 億美元交易是美國對德黑蘭

施壓的最新結果。伊朗 SHANA
通訊社援引該國石油部長的話

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

不在該項目中」，他未說明中國

公司退出的原因。

美中產階級收入激增  家庭收入創新高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斯蒂芬．

史蒂夫．摩爾（Steve Moore）在

福克斯新聞的專欄文章中表示，

這些數字與川普擔任總統之前形

成鮮明對比。在喬治．W．布希

擔任總統的八年中，由於 2008 年

經濟嚴重衰退，中產階級收入幾

乎沒有增長，僅增長了401美元。

而在奧巴馬擔任總統的七年

半中，收入也只增長了 1043 美元

（2009 年 6 月至 2019 年 1 月）。

這意味著在川普擔任總統之前的

16 年中，全美收入增長只成長了

約 1500 美元。而在川普上任之後

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中產階級收

入增長速度即高達該數字的三倍

之多。

若是按月測量，差異對比甚

至更清晰。布希領導下的收入每

月增加 4 美元。這個數字在奧巴

馬領導下是 11 美元，在川普領導

下則是 161 美元。

這些收入數字是稅前收入，

因此此收入還不包括川普減稅所

帶來的影響。美國傳統基金會估

計，從 2017 年川普減稅計畫中，

平均每個家庭每年可節省 1400 美

元的聯邦稅。這意味著現在許多

工人階級家庭的稅後和通貨膨脹

後的薪水增加了 6000 美元。

根據這份由經濟研究小組

Sentier Research 所做的統計顯

示，實際上，中產階級家庭正享

受著前所未有的收入暴增，最近

幾個月的收入水平也還一直在加

速增長。

諷刺的是，這些收入的激增，

恰好就是在許多自由派經濟學家和

媒體喊話「經濟衰退」的時候。

高薪資收入無疑與緊張的勞

動力市場有關。緊張的勞動力市場

給了工人新的討價還價的空間，以

為自己爭取更高的薪資。今天，美

國有超過 700 萬個職缺，這個數

字也是美國歷史上的新高。

摩爾說，這些最新的收入數據

和前總統副總統喬．拜登、參議員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

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數據顯示，自

川普於2017年1月擔任總統以來，
經調整通貨膨脹後數據顯示，美國

中產階級收入增長5003美元，家
庭收入中位數現已達到65,976美
元，創歷史新高。

駐敘美軍撤軍 戰略轉移亞太
俄專家：川普決定有深意   美全球戰略將轉移亞太   或將聯俄制共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川

普6日在與艾爾段通電話討論敘北
問題後，決定將撤離駐敘美軍。土

耳其總統艾爾段7日也證實，美國
已開始從敘利亞撤軍。此前俄羅斯

軍事專家指出，美國撤軍的決定具

有「深意」，是美國全球戰略大轉

移的一部分，顯示川普具有高超的

戰略眼光。同時有分析指出，川普

從敘國撤軍，主要是為了集中精力

對付中共。由於安卡拉即將派兵進

入敘利亞，當地庫德族民兵的命運

正面臨不確定性。

土耳其揮軍敘北           
急建安全帶

艾爾段 7 日在訪問塞爾維亞

的行前記者會上告訴記者：「我們

昨晚（6 日）談話之後，川普總

統先生表示，撤軍行動已展開。」

艾爾段 6 日與川普通電話，兩人

針對擬議的敘利亞東北部安全地

帶，及其他雙邊議題交換意見。

艾爾段於電話中重申，設置安

全地帶一事至關重要，可以消除源

自庫德工人黨和人民保衛軍的威

脅，並創造必要條件讓敘利亞難民

重回自己國家。土耳其境內現有逾

360 萬敘利亞難民，艾爾段計畫將

其中 200 萬人重新安置到安全地

帶，以減輕土耳其的經濟負擔，

且緩和因接納全球最多的難民而

造成的社會緊張。美軍於今年 8
月與土國達成安全帶建置協議，

藉以爭取庫德族生存空間。

土耳其官方將此前受到美國支

持的敘利亞庫爾德人武裝「敘利亞

民主軍」（SDF），與國內反政府

的庫爾德組織 (PKK) 同樣視為恐

怖分子機構。有報導稱，從 5日開

始，大批土耳其軍隊已經抵達敘

利亞前線，土軍方共出動了包括：

空軍、裝甲部隊在內的數萬人大

軍，其軍事打擊首要目的就是清

理敘利亞邊境的庫爾德武裝，準

備將敘利亞東北部大片領土畫成

約縱深 32 公里的「安全區」。

不過白宮發言人葛里夏（Step-
hanie Grisham）6 日 在 聲 明 中

說，美國部隊「將不會支持或參

與（土耳其的）軍事行動」，「不

會再出現在鄰近地區」。不過，

不清楚這是否意味華府將完全撤

離在敘北的大約 1000 名美軍。

川普警告土國：             
不要太超過

不過美國總統川普雖做出從

敘利亞撤軍的決定，並默許土耳

其出兵敘利亞東北部，但他同時

也發出警告稱，若安卡拉做得太超

過，將「徹底毀滅」土耳其經濟。

川普發推文說：「我之前已經強烈

表態過，現在只是重申，如果土耳

其做了讓我認為太超過的事，我將

徹底毀滅土耳其經濟（我之前就曾

做過）。」

「敘利亞民主軍」7 日警告，

土耳其的入侵行動將導致伊斯蘭國

捲土重來。由該組織在聲明中稱，

庫德族領導軍事行動多年，成功

擊垮伊斯蘭國，一旦土耳其發起

軍事行動，勢將逆轉局勢，使苟延

殘喘的伊斯蘭國領袖復出。而由

庫爾德族民兵組成的「敘利亞民主

軍」也將面臨土耳其的全面清剿。

6千IS戰俘問題拋向土國
專家同時也擔心，由美軍和

「敘利亞民主軍」統管的 6000 名

伊斯蘭國戰俘的動向，將會成為

土耳其與西方世界最頭疼的問

題。艾爾段甚至還因此對川普全

面立即撤軍的決定感到不知所

措，進而在電話中要求川普就撤

軍一事「想清楚再幹」。

葛里夏在川、艾通電話後就

立即表示，土耳其得負起監管遭

到俘虜的伊斯蘭國外國戰士之

責，就算 ISIS 殘黨真的因此大逃

亡，後續追捕責任，也將由土耳

其政府「全權承擔」。川普也表

示，土耳其、歐洲、敘利亞、伊

朗、伊拉克、俄羅斯和庫爾德族

人，他們要怎麼處置在他們那裡

被俘虜的伊斯蘭國戰士，現在得

自己去解決目前的局勢。

美方聲明表示：「美國不會扣

留他們，那得費時多年且所費不

貲，用的是美國納稅人的錢。」法

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等上述

外國戰士的母國，已拒絕美方所

提讓他們返國的要求。

撤軍陷俄羅斯於泥淖

美國早在去年 12 月 19 日即

發表聲明指出，美軍在敘利亞境

內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

戰事取得勝利，美國已開始撤回

駐敘美軍。同一天川普在推特上

發帖稱：「我們已在敘利亞擊敗了

『伊斯蘭國』，現在該讓我們的士

兵回家了。」

雖說當時輿論一片譁然，甚

至媒體還批評美國撤軍的決定是

在敘利亞的問題上向俄羅斯退

讓，然而俄羅斯人卻並不這樣認

識。據新唐人報導，俄羅斯法學

專家茨普連耶夫向俄當局發出警

告說，川普的決定具有深意，是

美國全球戰略大轉移的一部分，

展示了其「高超的戰略眼光」。

因為美軍一旦真的撤走了，俄羅

斯將面對一系列的問題。

茨普連耶夫分析稱，敘利亞和

阿富汗那裡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爭端

「非常複雜」，土耳其明確反對庫

爾德人獨立並對其全力絞殺，而莫

斯科一直都支持庫爾德人；與俄

羅斯合作的是阿拉維派菁英和伊

朗什葉派，但土耳其和沙特在遜

尼派集團中處於領導地位，而且

該地區的宗教爭議不可調和。

現在川普決定「起身走人」，

讓俄羅斯自己去解決身邊的這些

問題，這是 「非常務實的戰略」，

而俄羅斯要想擺平該地區那些複

雜的矛盾和爭端，將是非常困難

的一件事，代價會很「昂貴」。

俄羅斯知名政治評論人士尼

古拉 • 斯塔尼科夫也認為，川普

的撤軍決定表現了高超的戰略藝

術。他評論說：「在從泥潭裡拔出

靴子宣布撤軍，川普實際上宣布

了美國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的勝

利。如果未來局勢惡化，將證明

當初美國駐軍的重要性；如果未

來局勢沒有惡化，那也是美軍在

敘利亞取得勝利的結果。所以，

（美國）沒有任何損失，同時在政

治、信息宣傳、地緣政治等各方

面都立於不敗之地。其高超的戰

略藝術值得我們學習。」

聯俄制共 回防亞洲
俄羅斯官方媒體衛星通訊社

則發表評論文章稱，川普宣布從

敘利亞和阿富汗撤軍的背後，有

著很多的利益考量。美軍從敘利

亞的泥潭撤出，收攏分散在中東

地區的軍事力量，是為了在更重

要的亞太戰場投入力量。

有觀點認為，前幾任美國總

統任職期間，美軍被中東局勢和伊

斯蘭武裝分子牽制了主要精力，這

給了中共 20 年的發展機遇期。現

在，川普正在就此作戰略調整，

重新集中精力來應付對美國威脅

越來越大的中共。

一部分主流人士認為，川普

政府從敘利亞「抽身」，其實是用

實際行動踐行了「美國優先」的原

則；同時也可以減少美國與土耳

其在處理庫爾德武裝組織問題上

的分歧，從而改善美土關係。

但實際上不僅限於此，美軍

撤離敘利亞的決定，也讓美俄雙

方圍繞敘利亞問題發生的分歧與 
「爭鬥」告一段落，從而讓美俄

雙邊關係也得到改善。考慮到海

外一直有輿論認為美國政府將採

取「聯俄制共」的大戰略，在美中

貿易衝突進入「拉鋸戰」的關鍵

時刻，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休

兵」，無疑會起到提升美方在貿

易談判中的戰略優勢的作用。

事實上，就在川普總統此前

下令從敘利亞撤出所有美軍以及

從阿富汗撤出一半美軍後，白宮

前策略長班農就曾公開解釋說，

川普想結束在敘利亞和阿富汗的

這些軍事行動，以便「專心應付

與中國（中共）的經濟和地緣政

治的對抗」，因為他把中國（中

共）視為美國最大的外在威脅。

軍事分析家、一些前政府官

員和外交官也認為，從敘利亞和

阿富汗戰爭抽身確實不無道理，

因為沒完沒了的有限軍事部署不

可能改變這些戰局。現在敘利亞

政府已大致收復 IS 占領的土地，

宣布撤軍將迫使阿富汗和敘利亞

人在沒有外力緩衝下，正視他們

本身根深蒂固的問題。

美軍與土國軍隊於今年8月達成土國安全帶建置協議。(Getty Images)

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
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等人所說的完全矛盾。他們聲稱

川普政府時代所有的經濟收益都

已經流向了富人和大公司。沃倫

今年早些時候聲稱，由於收入下

降，工人必須做「兩份、三份甚

至四份工作」。

摩爾表示，這是近代中產階

級最成功的時期之一，也證明了

川普的稅收、監管和能源政策取

得成功。

近日，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最新

就業報告指，美國 9月分的失業率

創下了50 年新低，整個經濟體接

近充分就業。美國 9月分失業率下

降了0.2 個百分點，至 3.5%，就業

不足率也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