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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國「春之盾」 重創敘利亞

「春之盾行動」重創敘軍

土耳其部隊自 2月 27日遭到

敘利亞部隊攻擊以來，共有 36名

士兵陣亡，土國總理艾爾多安在

對敘軍最後通牒截止日後的第一

天，隨即發動代號「春之盾行動」

的全面報復行動。

除了反抗軍的最後據點易德

利卜省，土耳其空襲行動更深入

阿勒頗省、哈馬省，直接打擊政

府軍機場、彈藥庫與後援部隊基

地。如入無人之境的土國 F16戰

機，除了在易德利卜上空擊落敘

軍的 2 架 Su-24 戰轟機與 1 架

IL-39教練機以外，敘國空軍在

阿勒頗與哈瑪的空軍基地也遭到

轟炸，就連俄國供應的 S-300防

空飛彈系統都被摧毀。土國宣

稱，除了 103 輛戰車、72 座火

砲、8架直升機與 3組防空飛彈

系統，敘利亞政府軍與其民兵側

翼，至少被土軍轟殺擊斃了 2212

名兵力。

安卡拉在 2月 27日遭襲前，

即對敘國軍方發出最後通牒，要

求敘軍2月底前撤離易德利卜省。

俄羅斯算計土耳其或自焚

俄羅斯與伊朗為將美軍勢力

完全逐出敘利亞，在 2018年初與

一心想要解決美軍所支持的庫爾

德武裝勢力的土耳其達成「索契

協議」，同意土軍進駐土敘邊境

的易德利卜省，該省也是反抗軍

最後的基地，除藉此消滅庫爾德

武裝勢力外，並作為防堵難民潮

湧入土國的緩衝帶。俄羅斯外長

甚至在 2019年 10月 25日庫爾

德撤離土敘邊境的關鍵時刻宣稱：

「土耳其在敘利亞東北部駐軍沒有

固定時限。」並稱：「我們滿意地

注意到，索契達成的協議正在執

行中。」言猶在耳，在美軍撤離敘

利亞，庫爾德遭收編後，俄羅斯

轉而支持敘利亞發動全面攻勢，

意圖收回敘國最後的失地易德利

卜省，將土國勢力逐出。

俄羅斯 4日指責土耳其未能

依據「索契協議」，盡到在深陷

戰火的敘利亞易德利卜省劃設非

軍事區的義務，反而協助武裝分

子。其中所指，是在「春之盾行

動」中，反抗軍的大舉反攻。

反抗軍趁勢重新崛起

在土軍無人機與砲兵火力的

轟炸支援下，意圖反攻的敘利亞

政府軍與伊朗志願軍根本無法有

效反擊，任何的兵力集結都成為

無人機的轟炸對象，這讓配備有

坦克與裝甲車的反抗軍行動獲得

極佳的掩護，進而一路凱歌。

敘北的戰火也同時點燃敘南

重鎮「德拉省」。這個由阿賽德

弟弟親自坐鎮，並有重兵屯紮且

早在 2018年即已「光復」的省

分，卻在 3月 1日遭到持有精良

武器反抗軍的反擊，並一舉攻下

十數個村落。這的確是個令人詫

異的現象，德拉省位於敘國南端

與約旦比鄰，根本無法得到土國

奧援，幕後的支持者也就格外引

人猜疑。

土耳其打難民牌                   
俄歐通吃

不過整個局勢最為詭譎的

是，俄羅斯似乎是做了壁上觀的

角色。有報導指出，俄敘的指揮

體系遭到土耳其突如其來的猛攻

而自亂陣腳，甚至發生自家相殘

的混亂局面。但是 4天下來，未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為報復敘利亞政府軍2月27日造
成土耳其部隊33人喪生的攻擊事
件，土國3月1日發動「春之盾行
動」，對敘利亞發動「全面性」

的軍事打擊，直接轟炸政府軍機

場、彈藥庫與後援部隊基地，並

擊落了三架敘國戰機，除摧毀大

量地面裝備設施，土國軍方還稱

擊斃逾2千名武裝人員。而原本幾
無立身之地的反抗軍，也趁勢大

舉反攻。

◆美國司法部宣布設立一個

新的辦公室，處理通過不透露過

去對嚴重罪行以欺詐方式獲得美

國國籍的案件。這些案件涉及恐怖

分子、戰犯、性犯罪者和其他詐

欺者。該部門屬於美國司法部移

民訴訟辦公室，旨在剝奪那些沒有

在 N-400表格中透露自己從事犯

罪活動得到美國國籍的人。但是，

這也要求美國政府證明當事人的公

民身分是非法獲得的，或者是「通

過隱瞞重大事實或故意歪曲事實

獲得的」。這種剝奪國籍程序並

不針對成為美國公民後犯罪的人，

而是針對欺詐申請美國國籍的人，

他們在填寫表格時沒有提及其罪

行。按照美國法律，美國公民不能

被驅逐出境，但是被剝奪公民身分

的人可恢復到永久居留身分，這

將允許執法部門在這些人有嚴重

遵守協議中的承諾採取相應行

動，那該協議將變得沒有意義。

美國總統川普於協議簽署當

天表示：「將在不遠的將來，我將

會和塔利班領導人親自會面。我

們相信，他們能夠按照他們所說

的去做。現在是時候，要把我們

的人（美國軍人）帶回家了。」

根據協議，若塔利班遵守承

諾，美國將在協議簽署後的 135

天內，將阿富汗境內的駐軍從大

約 13000人，減少到 8600人。美

國也會與盟國合作，按比例減少在

阿富汗的盟軍人數。

如果塔利班始終遵守協議，

美軍和盟軍將在協議簽署後的 14

個月內全部撤離阿富汗。北約秘

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也在喀

外媒報導，美方由特使扎爾

邁．哈利勒扎德代表，和塔利班

政治主管巴拉達於 2月 29日下午

簽署了協議。協議將啟動美國從

阿富汗撤軍，目標是永久停火。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出席了

在多哈舉行的簽署儀式。他在演

講時表示，美國將密切關注塔利

班是否遵守承諾，並據此調整美

國撤軍的步伐。他也說，如果不

美與塔利班簽訂協議  和平與挑戰同在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美

國和塔利班的代表於2月29在卡達
首都多哈（Doha）簽署和平協議。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表示，簽署歷

史性協議是好的開始，不過前面的

和平之路仍具挑戰性。

見俄國空軍助陣，確非常態。

報導分析指出，3月 5日俄羅

斯總統普京與艾爾段即將見面商

討局勢，俄羅斯或許是為了營造

雙方見面的氣氛，並讓艾爾段「消

消氣」，有個下臺階，促使土敘

雙方退回原點，保持之前的對峙

狀態，以免土國爆走。除了將俄

羅斯拉下水，老謀深算的艾爾段

還可能藉此讓歐盟與美軍勢力重

返敘利亞。

艾爾段在土軍 2月 27日遇襲

前，即以北約身分要求美國與歐

盟介入，在未獲回應後，安卡拉

於 2月 28日開放邊界，讓難民有

機會經由土耳其進入歐洲國家，

藉以在敘利亞議題上對歐洲國家

施壓，甚至動用其商界影響力，

免費將難民運送至土歐邊境，造

成土耳其與希臘、保加利亞邊境

地區湧現大規模難民潮。

艾爾段 2日重申，將讓難民

跨境進入歐洲，邊界大門再也不

會關閉。

北約盟國大使於 2月 29日緊

急集會，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強

調北約與土耳其團結一致。而持

續關注敘利亞戰情的美國，4日

更是直接了當的由美國的敘利亞

特別代表傑瑞福發表聲明支持土

國，除將動員北約軍備外，白宮

也針對今年 1月土國所提愛國者

防空系統的要求進行審查。

艾爾段是否就這麼放棄導致

與北約不睦的俄製 AS-400防空

導彈導入計畫，甚至重回西方懷

抱，這就要看 5日的土、俄領導

人會商的結果。有分析指出，等

臂外交，或許還是艾爾段這隻老

狐狸的最後選擇。

希臘警方3日在邊境奮力阻擋湧入自土耳其的難民。土耳其為施壓北約，開放土歐邊境。（AFP）

寰宇新聞

俄羅斯機關算盡不敵艾爾段難民牌   北約或買單   莫斯科憂美歐再介入

刑事犯罪的情況下，把他們驅逐

出境或禁止入境美國。

◆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

決戰於 3日「超級星期二」14州同

時舉行。拜登 (Joe Biden) 席捲了

14個州裡的 9州，而先前領先的

參議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則贏了4個州。《經濟學人》形容

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

會讓美國像是陷入一場醒不過來

的噩夢，美國人得趕緊清醒。桑

德斯提倡全民健保、提高富人稅和

調漲最低工資等政策，引起諸多美

國人的共鳴，但試圖達成這些目標

的政策卻又充斥不合理的極端。

溫和派的民主黨人擔心，這些政

策，將使桑德斯被貼上激進左派

標籤，在對決川普時，輸掉大選。

《經濟學人》指桑德斯有個危險的

傾向，就是他會為了目的，不擇手

段，同時有一種信仰堅定者有的

「眼裡容不下一粒沙」的特質。因

此他們對於民主黨競爭對手的憎

惡，幾乎等同對於共和黨的憎惡。

◆馬來西亞國家元首宣布土

著團結黨主席慕尤丁為馬來西亞

新任首相，並於 3月 1日宣誓就

職。不僅讓代首相馬哈地踢到鐵

板，也可能導致馬來傳統主義重回

馬國政壇。前首相馬哈地 2月 24

日突如其來的辭職所引發的政爭，

本被外界將視為馬哈地與人民公

正黨主席安華之間的對抗，沒想到

由於馬哈地不斷在各黨間左右搖

擺，並辭去土著團結黨名譽主席，

不僅使得「馬來人優先」的種族主

義者慕尤丁因此獲得土著團結黨

上下支持競選首相，還成功獲得

舊盟友國民陣線、巫統、伊斯蘭黨

與砂勞越部分國會議員支持，最

後成功獲得國家元首委任為新首

相。目前外界仍在觀察曾為前首相

納吉副手的慕尤丁會如何對待納

吉的一馬弊案，雖然他與納吉曾公

開因一馬案撕破臉，甚被逐出巫

統，但他目前透過巫統的力量，而

非選舉獲得國家最高行政權力，

因此未來官司審判走向也是輿論

焦點。在反對勢力揚言發動不信

任動議之際，慕尤丁4日已將國會

開議時間推遲 2個月，延後至 5月

18日才開議。

◆美國蘋果公司先前被控

蓄意減慢舊款 iPhone的運作速

度，企圖迫使消費者升級產品，

蘋果如今同意支付高達5億美元，

就相關集體訴訟進行和解。這項

和解將在 4月於加州聽審批准生

效。訴訟案聚焦在蘋果以避免手

機「突然自動關機」為由，悄悄利

用 iOS作業系統調降舊款手機性

能運作。蘋果 2017年 12月坦承

並強調是用以延長舊電池壽命，

防止手機突然自動關機。批評人

士指控，蘋果實則是逼用戶提前

在非必要情況下購買新機，並迫

使蘋果釋出軟件更新，也同意以

優惠價格更換新電池。根據法院

文件所述，這項和解方案要求蘋

果支付至少 3.1億美元，但不超

過 5億美元，以賠償受影響的美

國 iPhone用戶與支付律師費。

iPhone 7或更舊款裝置的使用

者，預計將獲得 25美元賠償。

◆黎巴嫩開始在地中海東部

沿海進行首次海上油氣勘探。因處

於經濟崩潰的邊緣，黎巴嫩政府

對此次勘探寄予極大希望。此次

勘探的財團由法國石油集團道達

爾（Total）牽頭，將在地中海東

部靠近黎巴嫩的海上第四區塊進

行首次勘探鑽井。該海域共有十

個區域。黎巴嫩政府迫切期待著

深水作業的開始，希望能找到天然

氣和石油。對於目前正經歷著前所

未有經濟危機的黎巴嫩來說，本

次勘探是一個福音，不但振興經

濟且能滿足長期缺電下的能源需

求。不過該區塊的一部分位於與

以色列有爭議的海域，而雙方也

處於交戰狀態，其間仍存在著一

定的風險。

布爾承諾，北約將進行第一階段

調整，將盟軍數量從 16000人，

減至 12000人。

美國和塔利班舉行簽署儀式

的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

喀布爾會見了阿富汗總統加尼，

目的是向加尼表明，簽署這項和

平協議不代表美國將阿富汗政府

置之不理。埃斯珀表示，美國和

盟軍將繼續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隊。

埃斯珀表示，儘管華盛頓與

塔利班之間的歷史性協議是很好

的開始，前面的道路不會平坦，

因為「在阿富汗實現永久和平需要

各方的耐心和折中」。若塔利班遵

守協議，美國將「以條件為基礎」

（conditions-based）地撤軍。反

之，如果塔利班不遵守協議，美

國也肯定將協議作廢。

不過在塔利班的杯葛下，沒

有參與簽署該協議的阿富汗政

府，可能是該協議的最大隱憂，

特別是在換俘議題。

該協議要求對話雙方釋放俘

虜，以建立互信，到 3月 10日

前，阿富汗政府釋放 5000多名塔

利班犯人，而塔利班釋放 1000多

名阿富汗政府人員。

阿富汗總統甘尼 3月 1日表

示，政府沒有承諾釋放 5000名塔

利班俘虜。這些久經考驗的塔利

班民兵目前關押在阿富汗政府的

監獄裡，但是阿富汗政府拒絕輕

易丟掉手中的這張可與塔利班討

價還價的王牌，也讓該協議甫上

路就遇到變數。

在此一議題上想取得主導地

位的甘尼，在記者會上表示，從

監獄中釋放塔利班俘虜不能成為

政府與武裝組織展開對話的前

提，他反對美國與塔利班簽署的

協議內容。

甘尼表示：「美國沒有決定

權，他們只是一個促進者，政府

拒絕履行釋放塔利班俘虜。」但甘

尼也稱，交換俘虜可以在阿富汗

內部各方談判進行，當局也將繼

續執行為期 7天的減少暴力期，

直至完全停火為止。

美國在 2001年 911恐怖攻擊

事件後，為追緝幕後主謀賓拉丹

領導的恐怖組織而前進阿富汗，

最後推翻保護賓拉丹的塔利班神

學士政府。迄今美國已為阿富汗

戰爭投入一兆美元，約 2400名美

軍在阿國陣亡。飽受戰火煎熬的

阿富汗是否能重建和平，未來仍

充滿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