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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增近4000人，美國為何欲大幅增兵阿富汗？
（綜合報導）近日來，美國大幅增
兵阿富汗的消息甚囂塵上。據美聯社 6
月 15 日報導，鑑於近期阿富汗安全局勢
持續惡化，五角大樓將向阿增兵近 4000
人，如果計劃落實，這將是近年來美國
向當地最大規模的增兵計劃。目前的阿
富汗國內局勢動盪，政府軍受到塔利班
、“伊斯蘭國”等組織的威脅與日俱增
，死傷慘重的恐襲時有發生。更多的美
軍能否穩定局勢？阿富汗的和平何時能
夠到來？
放手軍方 增兵在即“沒有任何決定
。”國防部發言人傑夫•戴維斯 16 日就
美國增兵阿富汗的消息作出回應。
6 月 16 日，路透社消息稱，美國尚
未對阿富汗未來部隊級別作出決定。但
可以預測的是，國防部長馬特•馬蒂斯
可能已經決定向阿富汗增派美軍，以打
破在當地與塔利班形成的僵局，目前正
在加緊研討派遣的人數規模。在上個月
舉辦的北約峰會上，就有消息人士向路
透社透露，增兵規模可能是 3800 名，但
或許會改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 6
月 17 日稱，五角大樓或將在一周內公佈
新一輪增兵計劃。
路透社稍早前報導，美國總統特朗
普已授權國防部長確定駐阿軍隊的規模
。奧巴馬時期，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
亞的部隊級別由白宮密切管控，美軍指
揮官們常常感到束縛。放手軍方自行決
定，也意味著增兵計劃指日可待。
據美國有線電視網統計，目前在阿富汗
大約有 8400 名美軍，這些軍隊的任務包
括打擊“伊斯蘭國”和塔利班，同時向
阿富汗部隊提供訓練、顧問和協助。

增兵在即，各方褒貶不一。 《波士
頓環球報》發文將阿富汗戰爭比作“殭
屍”，認為增加美軍規模並不會帶來什
麼改變。 《紐約每日新聞》則將此舉視
為特朗普的“巨大錯誤”。俄羅斯衛星
通訊社報導，美國退休的將軍傑克•基
恩在採訪中表示，這一行為是有益的，
要想在這場區域性衝突中贏得勝利，五
角大樓方面必須將兵力增加 1-2 萬人。
對於美方的計劃，阿富汗國防部發
言人道拉特•瓦齊裡拒絕作出評論。
應對局勢 重返中東
阿富汗安全形勢不斷惡化，增兵呼
聲增強。近來，塔利班、“伊斯蘭國”
、 武裝組織“哈卡尼網絡”等在阿富汗
頻頻發動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 6 月 17
日，阿富汗北部馬扎里沙裡夫沙欣軍營
的內部襲擊事件，北約官方聲稱造成 7
名美軍士兵受傷。而該軍營上次遭到襲
擊是 4 月 21 日，由塔利班武裝分子發動
，造成至少 140 人死亡。 5 月 31 日喀布
爾爆炸襲擊造成超過 150 人死亡。
有分析認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
“伊斯蘭國”不斷被打散的情勢下，阿
富汗成了恐怖分子重新積蓄力量的選擇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6 月初援引俄羅斯
國防部長在上合組織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在阿富汗地位
加強值得警惕，目前其數量已達 3500 人
，威脅著阿富汗及其鄰國的安全。
為應對嚴峻的安全形勢，美國軍方
不斷傳出增強兵力的呼籲。英國《金融
時報》報導，早在今年 2 月，駐阿富汗
美軍司令約翰•尼科爾森就聲稱，留在
阿富汗的西方聯軍存在“幾千人的缺口

”，呼籲增兵“數千人”。 6 月 14 日
《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防部長馬
蒂斯在國會呼籲，美國到目前為止並
沒有取得在阿富汗的勝利，應當進一
步採取措施扭轉局面。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
副院長沈丁立教授在接受本報採訪時
說：“奧巴馬的撤軍戰略帶來的嚴重
後果就是“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在
該地區的崛起，增兵是打擊恐怖主義
的合理需要。”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所
長孫德剛認為，美國新的派兵計劃不
僅是應對形勢需要，也是特朗普重返
中東戰略的一種體現。他說：“奧巴
馬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轉移至亞太
，對中東則實行戰略收縮。特朗普上
台後，中東政策由防禦轉向積極進攻。
美國在中東不斷挑起矛盾，目的是激活
其戰略盟友體系，擴大在中東的影響，
實現美國利益。”
擴大駐軍 問題難解增加兵力真的能
幫助阿富汗實現和平嗎？
據美國《外交》雜誌網站 6 月 16 日
刊文稱，特朗普政府的增兵措施可能令
塔利班的增長勢頭略有減緩，但對於推
動阿富汗和平進程並無益處。相反，根
據經驗，駐軍規模的擴大會使當地局勢
變得更糟。自 2003 年以來，美軍每一次
重要的擴軍行動，都會引發更劇烈的報
復，帶來更多的平民傷亡。
此前，俄羅斯阿富汗問題專家扎米
爾•卡布洛夫在接受《消息報》的採訪
時就表示，西方國家超過 10 萬的大規模
駐軍都沒能解決阿富汗問題，如今軍隊

規模遠不如從前，想要改變該國局勢非
常困難。他說：“即使向阿富汗再派遣
5 萬名士兵，也不會有什麼不同。”
孫德剛說：“擴大駐阿美軍的行動
實際上仍然延續了美國以暴制暴的戰略
思路，持續用兵並不會給阿富汗乃至中
東帶來和平，相反可能引發更多的矛盾
。所以，要想解決阿富汗問題，不能單
純依靠暴力，而應該在政治上持續對話
，推動阿富汗國內民族的和解，在經濟
上支援阿富汗的重建。”
既然擴大駐軍規模並不會帶來實質
性的改變，那美國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阿富汗戰爭爆發距今已 16 年，當地
局勢相較於 10 多年前反而更加惡化。
《波士頓郵報》對此評論道，塔利班現
在控制了比 2001 年更多的土地，基地組
織繼續在阿富汗開展業務，而 2015 年新

出現的“伊斯蘭國”組織現在也在那裡
了。
沈丁立認為，特朗普並沒有所謂的
阿富汗戰略，他關心的並不是阿富汗的
和平進程，而是美國國內的安全形勢。
“特朗普無所謂戰略，但他重視反恐，
為了實現國內反恐安全，必須延續小布
什的海外軍事行動。”沈丁立如是說。
而孫德剛認為，增兵阿富汗可能會
引發伊朗等國的不滿，為本就紛亂的中
東增添更多不穩定因素，但這符合美國
利益。動蕩的中東，一方面加強了地區
盟友對美國的需要，強化美國在中東的
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能為美國製造
更多軍火生意。而這正好契合特朗普提
倡的“美國優先”政策。

美軍擊落敘戰機激怒俄羅斯 俄警告將瞄準美軍戰機
（綜合報導）海外網 6 月 19 日電當地時間 6 月
19 日，俄羅斯國防部對美國軍方擊落敘利亞飛機
一事作出反擊，宣布停止執行俄美兩國簽署的
“在敘飛行安全備忘錄”，並稱以後美國領導的
國際聯軍所有的戰機，都是俄羅斯軍方監控與瞄
準的目標，敘利亞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據紐約時報消息，由於美國軍方今日擊落了
一架敘利亞軍機，俄羅斯國防部發布消息，自 6 月
19 日起暫停執行俄美間在敘利亞領空“防止空中
事件和保障行動期間飛行安全”的相互諒解備忘
錄。要求美方指揮部對此事件進行徹查，結果與
俄方共享。
公告稱：“俄空軍在敘利亞領空執行任務的
地區裡，幼發拉底河西岸發現的任何飛行物，包
括美國領導的國際聯軍的飛機和無人機，都將是
俄羅斯軍方地面和空中防空武器監控與瞄準的目
標。”
據敘利亞軍方聲明，當地時間 6 月 19 日，一
架政府軍機正前往拉卡（Raqqa）市，準備對盤踞

於此的 IS 武裝分子進行打擊，卻突然遭到美軍襲
擊，飛行員至今失踪。聲明稱：“這次襲擊發生
的時機，是在敘利亞政府及其盟國的軍隊在與 IS
恐怖分子的戰鬥中獲得優勢的情況下發生的，本
來這些恐怖分子已經在敘利亞的沙漠中節節敗退
。”
此次“襲機”事件“惹怒”了俄羅斯，俄羅
斯參議院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弗朗茨•克萊琴謝夫
（Frants Klintsevich）稱美軍的行動是“挑釁行為
”，實際上是對敘利亞的“軍事侵略”。
該部門認為，美軍“故意不履行雙方 2015 年
簽署的“安全備忘錄”中規定的義務，因此宣布
暫停與美軍在該框架下的合作。據報導，該協議
一直是美俄兩國軍隊協調在該地區的軍事活動的
關鍵。俄羅斯、美國、敘利亞、土耳其等國家在
敘利亞的訴求經常是相衝突的，該協議就在其中
起到調和作用。在特朗普四月下令襲擊敘利亞空
軍之後，俄方表示將暫停協議，不過幾個星期之
後又重啟，這次時隔兩月後再被中斷。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回應記者時也表示，
“涉及到敘利亞地面所發生的事情，毫無疑問，
我們認為有必要尊重敘利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是聯合國 2254 號決議和其他文件規定的。因此
，任何地面行動，包括實施軍事行動的參與方，
需得到大馬士革的許可。”

特朗普狂批古巴人權 古巴:美國無權給我們上課

（綜合報導）特朗普在廢除奧巴馬時期與古
巴關係正常化的種種努力之後，古巴也做出了回
應。針對特朗普對古巴人權狀況的批評，古巴政
府回應道，“美國人無權給我們上課”，並對美
國在人權議題上的雙重標准進行了批評。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7 日報導，
針對 16 日特朗普在美國佛羅里達發表的關於撤銷
奧巴馬政府與古巴方面簽署的協議的講話，古巴
方面發表聲明說，美國“無權給我們上人權課”
。古巴政府在聲明中不僅指責特朗普的演講充滿
敵意，還說，此舉是將古美兩國過去兩年中的努
力付諸東流。
在 16 日的演講中，特朗普抨擊古巴的人權狀
況：“古巴當局不僅給朝鮮運輸武器，還給委內
瑞拉的動盪局勢火上澆油。除了把無辜的人關進
監獄，古巴當局還庇護襲警者和恐怖分子。此外
，古巴當局還在全球支持販賣人口、奴役勞動以
及種種剝削。”
古巴政府則對特朗普的這些指責做出回應，
認為這是特朗普在人權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
“古巴對這個滿口尊重並保障人權的美國及
其人權狀況表示嚴重關切。在美國，謀殺案、殘

忍以及警察虐待嫌疑人等事情層出不窮，尤其是
針對非洲裔美國人的侵犯人權行為。人們的生命
權和生存權在槍支氾濫的美國難以得到保障。”
之後，古巴政府在聲明中列出了其關切的美
國人權狀況：種族歧視、因性別而產生的收入不
平等、對伊斯蘭國家移民和難民的限制、特朗普
打算修建的美墨邊境牆、退出《巴黎協定》、在
關塔納摩設立監獄、使用無人機屠殺包括美國公
民在內的無辜人、在沒有確鑿證據時就發動的伊
拉克和其他中東國家的戰爭、廢除奧巴馬醫保以
至於會讓大約 2300 萬人陷入沒有醫保的境地。
古巴政府還稱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是一個“退
步的舉動”，認為特朗普政府正在“退回到過去
”。
“美國總統，又一次被忽悠的美國總統，被
那些住在佛羅里達州的少數古巴裔極端分子勸服
，才採取這些措施。而這些人從來都不把古巴的
主權以及古巴人民取得的自由和進步放在眼裡。
”
特朗普還稱，美國和古巴現在不可能進行關
係正常化，除非古巴能夠釋放所有政治犯，並舉
行“公正的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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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古巴當局來說特別簡單。”特朗普說
，“我的政府不會隱藏什麼，也不會逃避什麼。
我們從不會逃避問題，我們知道正在發生什麼，
我們也記得發生過什麼。”
雖然雙方言辭激烈 但尚有餘地
不過，據《邁阿密先驅報》報導，儘管古巴
和美國雙方針尖對麥芒，但是古巴方面也留有餘
地。 “古巴政府依然重申願意與美國在互相尊重
的基礎上在成熟的領域進行對話與合作，並就雙
邊關係與美國政府保持溝通。”
而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古巴政府曾發出聲明
表示，古巴和美國可以以“文明的方式合作、共
存，尊重雙方的不同點，並為增進兩國和兩國人
民的福祉努力。”
俄羅斯：特朗普重回冷戰思維
關於特朗普廢除奧巴馬政府的與古巴關係正
常化政策，俄羅斯也對此做出了回應。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18 日報導，俄羅斯
外交部對特朗普的這一決定進行了批評，並在一
份聲明中稱，特朗普正在“回到冷戰時期的思維
”。
美國民眾：65%希望和古巴關係正常化

關於美國政府暫停與古巴關係正常化的影響，美
國 CNBC18 日分析說，美國不太可能停止與古巴
的航班和航線，但是這一政策或許會讓古巴的酒
店業遭受一定打擊，至少發展速度會放緩。
有分析稱，在卡斯特羅去世後的古巴，對美
國開放並吸引美國投資是古巴經濟改革的一個重
要方面，但是特朗普的這一決定或許會對古巴的
經濟改革產生一定的影響。
另據《邁阿密先驅報》援引晨間諮詢公司最
近的一份民調數據顯示，65%的受訪民眾支持美國
政府繼續和古巴改善關係。
1960 年代開始，美國和古巴關係一直不佳。
直到 2014 年，雙方關係才開始正常化。 2015 年 7
月，雙方正式恢復邦交，2016 年 3 月，奧巴馬訪問
古巴，他也成為 88 年來首次訪問古巴的在任美國
總統。
據悉，特朗普廢除奧巴馬時期的古巴政策，
是其繼廢除奧巴馬醫改、退出《巴黎協定》之後
繼續推翻奧巴馬的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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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線路路｜歡迎來來電洽詢

•

芝加哥⼀一⽇日遊（三） ⼤大⼈人$35 ⼩小孩$25

冰島北極光之旅六⽇日
多倫倫多三⽇日美食之旅
芝加哥美東⽂文化歷史遊
黃⽯石國家公園 5 / 6 / 7 / 8 天
南美三國：巴⻄西 阿根廷 秘魯魯12⽇日
台灣阿⾥里里⼭山與⽇日⽉月潭七天五夜特別團

•

芝加哥周邊⼀一⽇日（四）⼤大⼈人$45 ⼩小孩$35

•

芝加哥－威⼠士康辛四⽇日遊（四）$305

•

三⼤大湖芝加哥底特律律6/5/4⽇日遊 $305起

•
•
•
•

北京古都五天遊
尊享江南洲際8天
雲南麗江⺠民族8天
古都⻄西安兵⾺馬俑4天

•
•
•
•
•

波⼠士頓⽂文化之旅
波特蘭蘭特⾊色⼆二⽇日遊
巴哈⾺馬群島郵輪輪船遊
阿聯聯酋四天超值／豪華遊
巴拿⾺馬 San Blas Islands 四島遊

具體⾏行行程請來來電洽詢，提供機場接送，包⾞車車
旅遊服務，可根據客⼾戶需求訂製⾏行行程。接待
來來美商務考察團和旅遊團。
•
•
•
•

江南⽔水鄉三峽風光⼗十⼀一天
新加坡⾺馬來來⻄西亞精品六天
越南柬埔寨世界⾃自然遺產9天遊
印尼巴厘島、天堂與魔幻之島遊

亞洲
精選

私⼈人包團訂製
隨著冬季的離去，利利⽤用即將到來來的夏季，跟著海海天旅遊，到
達中國各地城市與⾃自然風光，由專⼈人為您訂製客製化的旅
遊，請撥打海海天旅遊公司專線
品質保證，價格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