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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圍攻美使館   伊朗意欲何為

火箭襲美基地                
F-15重創真主黨旅
美國指責「真主黨旅」2019

年 12月 27日對伊拉克北部基爾

庫克附近的一個軍事大院發射了多

達 30枚火箭，炸死一名美國國防

承包商。國防部發言人霍夫曼在一

份聲明中說，針對此一攻擊行動，

美軍以 F-15戰機對卡塔埃布真主

黨（即真主黨旅）位於伊拉克境

內的三個據點和敘利亞境內的兩

個據點進行了「精確防禦打擊」，

其中包括武器庫和指揮控制基地。

伊拉克安全部門和民兵消息

人士指出，美軍在伊拉克境內發

動 3場空襲後，至少有 25名民兵

喪命，超過 50人受傷，死者中至

少有 4名「真主黨旅」的指揮官，

其中一場空襲是針對「真主黨旅」

位於伊拉克與敘利亞邊境的總部。

伊拉克的「真主黨旅」是黎巴

嫩真主黨組織的一支獨立部隊，

在一個統稱為「民眾動員部隊」的

組織下開展活動。其中的許多組

織都得到伊朗的支持，「真主黨

旅」是其主要資助對象。

霍夫曼強調，美國的打擊將

削弱該組織未來對美國及其伊拉

克政府盟友發動襲擊的能力。

親伊朗勢力把持                    
當局抗議美軍事行動

然而，為親伊朗派系把持的伊

拉克當局並未支持美軍的作為，並

對此提出侵犯主權抗議。事實上，

「真主黨旅」在伊拉克深受極端什

葉派的政治勢力支持，尤其是極具

煽動力的什葉派教士薩德。他在近

日公開揚言，願與伊朗支持但和他

在政治上對立的各民兵團體合作，

透過政治和法律手段來終止美國

在伊拉克境內駐軍。

薩德在不久前發生的伊拉克

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動與血腥鎮

壓中，扮演甚為關鍵的角色。受

伊朗當局支持的伊拉克總理馬赫

迪，原本在薩德等教士壓力下，

打算提前辭職，隨後同為什葉派

的薩德卻在伊朗遊說下，轉而夥

同各派系力挺馬赫迪，為虎作

倀的讓這場血腥鎮壓又持續了月

餘，最終在伊朗人民對「伊朗政

經軍等勢力介入為當局貪腐源頭」

的覺醒，以及伊拉克宗教最高精

神領袖的表態下，馬赫迪才對國

會遞出辭呈。

薩德還強調，如果這種做法

無效，他將與政治對手合作，「採

取其他行動」來驅逐美軍。在美

國 2003年進攻伊拉克並推翻前獨

裁者海珊後，薩德旗下民兵便與

美軍交戰多年。

伊朗介入                          
煽動民兵圍攻美使館 

此外，對於境外代理人的慘

遭修理，伊朗當局自是不會放過

口舌之機。伊朗以「真主黨旅」同

為對抗 IS恐怖組織為由，認定美

國的攻擊行動不具正當性，是變

相地支持恐怖主義，以及對國家

獨立性和主權的忽視，並威脅美

國必須接受其「非法行為」帶來

的後果。無視於自身對伊拉克國

會大舉行賄，以及革命衛隊踐踏

伊拉克主權的事實，伊朗當局甚

還指稱，外國部隊在此區展現軍

力，是導致區域不安全且情勢緊

張的原因，美國必須終止其占領

式的軍事部署。

在薩德與伊朗當局的煽動

下，近萬名伊拉克示威者在「闖

入」以往戒備森嚴的巴格達國際

區「綠區」關卡，襲擊了美國駐伊

拉克首都巴格達的大使館，伊拉

克安全部隊則是使用催淚彈等，

試圖將示威者控制住。隨後大量

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支持者在砸破

大門後，衝進美國駐巴格達大使

館第一防線，大火並從大使館院

內升起，至少有 3名美國士兵當

時正在大使館的屋頂上，大使館

內的軍事保安人員當時也仍在大

使館內。不過伊拉克外交部官員

透露，基於安全考量，美國大使

和其他使館人員已經撤離，但他

們沒有透露撤離的時間。

美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

發文指出，近日的攻擊事件是

由恐怖分子所策劃，包括：民兵

部隊「人民動員」（Hashed al-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為報復並遏止伊朗境外勢力代理

人「真主黨旅」的恐怖攻擊行

動，美軍以F-15對敘利亞與伊拉
克的「真主黨旅」軍事基地進行

了精準攻擊。此正值伊拉克反政

府示威方酣之際，在伊朗搧風之

下，萬餘名伊拉克民眾與伊朗豢

養的什葉派民兵組織包圍了美駐

巴格達大使館，並迫使駐館人員

撤離。此事或讓原本以反貪、反

伊朗勢力干涉內政為主軸的示威

訴求，產生微妙的變化。

◆拉脫維亞國家安全局在

即將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將俄羅

斯、獨聯體國家和中國大陸視為

明年對該國的主要威脅。據該國

國家通訊社 2019年 12月 28日的

報導，安全局表示，在 2020年，

中國的間諜活動將更加活躍，預計

俄羅斯間諜部門的活動仍然會保

持很高水平，俄羅斯也會利用某些

獨聯體國家為自己的地緣政治利

益服務。據瞭解，拉多維亞安全部

門將中國大陸列入其威脅名單的

舉動，尚屬首次，也是 2018年以

來，第二個宣布中國大陸對本國

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波羅的海國

家。立陶宛安全部門曾在 2019年

2月分發表的報告中，首度把中國

大陸當成安全威脅。這與兩國同

為成員國的北約組織，在近期加強

了對中共影響力擴張的關注，以及

安組織的觀察下順利達成。烏克

蘭東部重鎮頓涅斯克州和同為分

裂分子盤據的盧甘斯克州接收了

124名囚犯，他們則把 76人交給

基輔當局，作為交換。這兩個州

之前都已經宣布獨立。

然而，看似順利的過程，卻

潛伏著基輔當局的執政危機。

在獲釋的烏克蘭公民，包括：

多名在內戰初期就被俄軍俘虜的

前線士兵，以及大批記者、異議

人士與效忠於基輔的原烏東公務

員；而釋放回頓涅斯克與盧甘斯

克的 124人裡，則有親俄的民

兵、間諜與地下組織幹部，但其

中 5名獲釋俘虜的身分，卻引發

了烏克蘭社會的高度憤慨與爭議。

這 5名獲釋俘虜是 2014年基

輔民眾推翻親俄羅斯政府時，對

群眾實施無差別開火屠殺，並被

新政府司法單位以「屠殺廣場示威

者」的唯一具名起訴者，他們也

正是惡名昭彰的金雕部隊成員。

目前已知至少有 100至 200名示

威者死於金雕狙擊手的槍下，而

這 5名金雕成員則背負了其中 48

條人命。由於舉證困難，檢調歷

經多年調查，卻始終未能將這 5

個人定罪起訴，此次換俘，相信

也是在俄羅斯的堅持下，也就只

能簽結發出「不續押」決定，列入

換俘名單。

消息一出，舉國譁然。以殺人

警察換回保家衛國英雄，在正義

與和平的兩難間，當局與曾參與過

那場推翻不義政權而遭受生離死

別切膚之痛的基輔人民，產生了極

大矛盾。究竟是「協商和平」的必

要犧牲？還是當局對於俄國的「過

度討好」，所做出的犧牲正義、

「背叛國家烈士」的荒謬妥協？特

別是本次的換俘共識，主要適用

對象都是東烏戰爭，但殺人暴警

的的罪行指控則源自更先前的廣

場革命。因此孰先、孰後的時序

錯亂與搭配，也不免讓人質疑，要

用多少的正義換回這場和平。

至於交換俘虜的行動是否能

換回真正的和平，也讓民眾質

疑。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此前的

會談中就已明確排除了俄烏邊境

恢復基輔控制的可能性。

這次由法德領導人在 2019

年 12月 29日斡旋下所達成的換

俘行動，在紅十字會的援助與歐

普京制肘  烏克蘭與叛軍換俘  公義和平兩失
【看中國訊】在法、德國領導人斡

旋下，烏克蘭當局2019年12月29
日在東部戰亂頻仍地區，與親俄分

離分子互換約200名囚犯。這雖顯
示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有

所緩和，但基輔釋出對象引來西

烏克蘭民眾的不滿。同時，普京拒

絕將烏俄邊境控制權交回基輔。

Shaabi）副指揮官穆哈迪斯（Abu 

Mehdi al-Muhandis），以及卡

伊斯（Qays al-Khazali），並受

到伊朗代理人阿瑪瑞（Hadi al-

Amari）和「人民動員」首領費雅

（Faleh al-Fayyadh）的教唆。

他同時還檢附了這 4人當時在美

國大使館外的照片。

此外，五角大廈也授權第 82

空降師的快速反應部隊（IRF），

立即在中東部署 750名士兵作為

回應。據法新社消息指出，最終

可能會部署多達 4千人。

轉移兩伊人民                                  
反伊朗當局示威焦點

據美聯社記者現場觀察報

導，伊拉克安全部隊在略作抵抗

後便撤離，似有意讓示威者順利

突破綠區嚴密防線，進入美使館

區，隨後示威者又在現場指揮者

控制下，未進一步深入攻擊使館

主區，報導指出，由此觀察，事

件明顯為伊朗與伊拉克親伊朗派

系共同操持所致。二者先是激起

民憤並讓當局放水，達到羞辱美

方目的，但隨後在美軍的極度克

制與大軍壓陣下，讓伊朗革命衛

隊有所顧忌；親伊派的伊拉克當

局也暫時性地見好就收，讓安全

部隊重回現場柔性隔離人群，以

免讓反伊朗派系取得口實，令自

身陷入裡外不是人的尷尬，保留

與美周旋的空間。

美方指出，「真主黨旅」的火

箭攻擊毫無懸念的，是伊朗所製造

的對美挑釁行為，圖的是激起美軍

的反擊，轉移伊拉克民眾對伊朗

干涉內政與國內親伊朗派系分裂

國家族群的極度不滿情緒。同時，

伊朗內部也正面臨大規模的反政

府示威，血腥鎮壓已造成 1500死

亡，「真主黨旅」事件正可一石二

鳥的轉移其內部不滿。當前巴格

達的局勢甚為詭譎。

以伊拉克民兵組織為主的暴民，對美駐巴格達使館展開攻擊。（HMAD AL-RUBAYE/AFP via Getty Images）

寰宇新聞

伊朗與伊拉克親伊朗派系煽動圍攻美使館    轉移兩伊人民反伊朗焦點

北京一帶一路的影響有密切關係。

◆俄羅斯當局仿效蘇聯時期

將異議分子下放酷寒的古拉格集

中營的手法，將反對普京的異議

人士以強行徵召的方式，派至北

極圈服役。被總統普京視為眼中

釘的反對派領袖納瓦尼，其助手

亦為反貪腐基金會（FBK）成員

的謝維迪諾夫（Ruslan Shaved-

dinov），在失蹤 16個小時之後，

竟然被發現已經遭強行徵召入伍，

還派至極為偏僻的北極軍事基地

服役。他的朋友是在近日才與他取

得聯繫，而得知普京這一個荒謬

絕倫「流放」新招。納瓦尼批指，

現今服兵役似乎已經變成一種監

禁的形式，他們目前正在對這種

非法的招募令進行上訴。

◆美國德州沃思堡（Fort 

Worth）郊區一處教堂在做禮拜

時，有一名混入教堂的槍手，突

然拔出霰彈槍開槍，有 2名教徒

首當其衝而身亡，正當槍手準備

大開殺戒的時候，被一名早就盯

上他的 71歲保全威爾森（Jack 

Wilson），迅速拔槍開火，在 9

公尺外 1發就爆頭，秒殺槍手，

挽救教堂內數百名信徒的生命，

監視器記錄下這驚險的一幕。警

方表示，槍手有幾次前科，但不

在任何「觀察名單」裡，做案動機

不明，當局正調查他是否受到某

些意識形態所驅使。

◆美國東部 30名獄警培訓
生與負責的培訓師，因為在一張

團體照中擺出向納粹致敬的姿勢

而被開除。這個餿主意是由培訓

師向培訓生班級提出。照片公開

後引起許多人的撻伐。當局調查

認為，培訓生此舉出於「無知」和

「缺乏判斷力」，損害監獄管理部

門的聲譽，並且與當局努力實現

的價值背道而馳，雖未顯示任何

明顯動機或意圖，但卻是對任何

種族、宗教或族裔群體的歧視行

為。西維吉尼亞州長賈斯特斯聲

明，任何一個政府機構都不會容

忍這種行為。世界各地近期對於

反猶太事件日益關注，在紐約的

光明節活動上，有人揮刀砍傷 5

人；倫敦街頭近日也出現許多反

猶太的符號噴漆。

◆以色列右翼保守主義色彩

濃厚的總理內塔尼亞胡，儘管身陷

貪腐醜聞被司法起訴，2019年 12

月 26日在右翼執政黨利庫德集團

的黨內選舉中，仍然以 72.5%的

懸殊比數獲勝，保住了其對他統

領 20年政黨的影響力，這結果令

他可放手率領該黨面向今年 3月全

國大選。他是以色列歷史上在職最

長的總理，擔任總理 13年，其中

10年連續在任。因被控涉及貪腐，

70歲的尼坦雅胡在去年 11月，被

以詐欺、收賄、背信罪名起訴。

◆俄羅斯軍方近日表示，

俄方已部署一款可以聲速 20倍

以上運載核彈頭、名為「先鋒」

（Avangard）的高超音速武器，

聲稱其高機動性使它能不按照可

預測的彈道軌道飛行，還能使它

在飛行途中，根據信息更換攻擊

計畫以外的新目標，可以躲過美國

的導彈防禦系統。美國官員事後確

認了這點。美方表示，美國軍方目

前也正積極開發此類武器，其中

一款高超音速滑翔體 AGM-183

已進入飛行試驗；另一款空射快

速反應武器（ARRW），有望在

2022財年投入初期運作。美俄的

言論引起外界擔憂，全球兩個核

大國會再重啟軍備競賽。

◆克里姆林宮表示，俄羅

斯總統普京 2019年 12月 29日

親自在電話中向美國總統川普致

謝，因為美方提供的情報，幫助俄

方成功阻止了一起預謀的恐怖襲

擊。據美國之音報導，俄羅斯聯邦

安全局（FSB）表示，藉助美方

提供的情報，他們逮捕了 2名涉

嫌在聖彼得堡新年慶祝活動期間

發起恐襲的俄羅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