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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白平 郭洋）
2020年的新年，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过得不
太平。为抗议美军空袭伊拉克，数百名示威
者2019年12月31日在美国使馆前集会并冲
击使馆。

美国为此向中东增兵，并指责伊朗是
“幕后黑手”。伊朗否认，并强硬回应。新
年伊始，中东笼罩阴云。不过，分析人士
认为，尽管双方互放狠话，但不会大打出
手。

新闻事实

冲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后，伊拉克示
威者1月1日陆续从使馆楼外撤离。

在此前一天的集会中，示威者在使馆外
墙写下“以人民的名义关闭”标语，打砸门窗，
并点燃使馆围栏处一座警卫塔。他们随后闯
入使馆外院，与发射催泪瓦斯的警卫发生冲
突。

当天，美国宣布立即向中东地区增兵约
750 人，以应对该地区针对美方人员与设施
不断上升的威胁。

美国认定，伊朗策划了冲击使馆事件，要
“负全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让伊朗付出
“巨大代价”，且强调“这不是一个警告，这是
一个威胁”。

伊朗拒绝“背锅”。“这事和伊朗没有任何
关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这个地区
的人恨美国，美国人怎么就不明白？”

他回应称，如果有人威胁伊朗，伊朗将
“毫不犹豫地回击”。

深度分析

美国对伊朗的这轮指责几天前就已开
始。

2019 年 12 月 27 日，伊拉克北部基尔库
克附近一处军事基地遭火箭弹袭击，一名美
国承包商死亡，多名美国军人和伊拉克人员
受伤。美方称，该袭击是什叶派武装组织

“真主旅”所为，并指该组织与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下属“圣城旅”关系密切，多次获得伊
朗援助。

作为报复，两天后，美军空袭“真主旅”位
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多处设施，导致至
少25人死亡、51人受伤。冲击使馆事件即由
此引发。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专家魏
亮分析，这一系列事件前后相连，是美国、

伊朗两国斗争的延续，也体现两国在伊拉
克力量存在的角力。下一步，事态是否会
逐渐升级主要看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他
认为，目前看来，美国和伊朗不会大打出
手。

1月1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
参加新年庆祝活动前被问到，美国与伊朗有
没有可能爆发战争。

“我不认为会这样。”特朗普说，“我爱和
平。”

同一天，哈梅内伊在强硬回应美国威胁
的同时也提到，“我们永远不会把国家拖入战
争”。

不过，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
研究所专家秦天看来，伊拉克最近事态标志
着美国伊朗关系进一步恶化，将对中东地区
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他说，2019 年10 月起，伊拉克多地爆发
抗议示威活动，社会动荡加剧。美国伊朗斗
法与伊拉克国内抗议联动，导致美国和伊朗
的对峙更难以管控，也令海湾局势更加复杂。

即时评论

中东地区本已动荡不安，伊朗核危机、叙
利亚乱局、巴以争端……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任何激化矛盾、制造
分歧的行为都无异于火上浇油。一旦擦枪走
火，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对地区而言都是新
的灾难，对任何一方都是新的负担，受苦最深
的还是百姓。

这时，需要冷静、克制，也唯有冷静克制
地寻找政治解决之道，才是负责之举。

背景链接背景链接

自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重启对伊朗制裁后，美国和伊朗关系不断恶化。

2019年5月以来，美国加大对伊朗“极限
施压”力度，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零豁免”封
锁，多次增兵中东应对所谓“伊朗威胁”，并出
台多轮制裁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及航运等。

作为回应，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
条款。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
梅内伊1日强烈谴责美军空袭伊拉克什
叶派民兵团体目标。

哈梅内伊当天在他的社交媒体“推
特”官方账号发文，说“伊朗政府、国家和
他本人”强烈谴责美方空袭传达出的“恶
意”。

“看看美国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做
什么，”哈梅内伊写道，“他们正在因‘人
民动员组织’击垮（极端主义组织）‘伊斯
兰国’而实施报复。”

“人民动员组织”2014年成立，主要
由受伊朗支持、包括“真主旅”在内的多
个什叶派民兵武装组成，2018 年 3 月被
编入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打击“伊斯兰
国”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附近一座军
事基地 2019 年 12 月 27 日遭火箭弹袭
击，1 名美军承包商死亡、4 名美军人
员受伤。美方指认袭击是“真主旅”
所为。

美军 2019 年 12 月 29 日空袭“真主
旅”位于伊拉克的 3 处目标和位于叙
利 亚 的 2 处 目 标 ，导 致 至 少 25 人 死
亡、51 人受伤。伊拉克示威者 12 月 31
日 冲 击 美 国 驻 伊 拉 克 使 馆 ，投 掷 石

块、高喊反侵略口号，抗议美军空袭
致死伊拉克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9年12
月31日在“推特”接连发文，指责伊朗策
划伊拉克民众冲击美国使馆事件。伊朗
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哈梅内伊1日回应特朗普的指认。
“那个人发推文说‘我们（美方）认定

伊朗应当为发生在巴格达的事件承担责
任，我们（美方）将对伊朗（的做法）作出
回应’，”哈梅内伊在“推特”发文说，“首
先，你什么都做不了。其次，假如你富有
逻辑……你会看到你们在伊拉克、阿富
汗犯下的罪行……招致那些国家对你们
的仇恨。”

伊朗外交部 1 日说，伊朗召见一名
瑞士使馆官员，强烈抗议美国官员的

“好战言论”。美国与伊朗 1980 年断绝
外交关系后，瑞士一直代理美国在伊朗
利益。

德新社1日援引伊拉克媒体的说法
报道，在“人民动员组织”呼吁示威者离
开后，人群开始撤离。“人民动员组织”在
一份声明中说，这么做是出于对伊拉克
政府请求的尊重。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也门胡塞武装说，胡塞武装
1日释放6名沙特阿拉伯籍战俘。胡塞武装
要求沙特主导的多国联盟采取对等行动，释
放胡塞武装人员。

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宜的官员阿卜杜
勒-卡迪尔·穆尔塔扎说，胡塞武装在首都萨
那把6名沙特战俘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
员。

美联社以穆尔塔扎为消息源报道，胡塞
武装要求沙特主导的多国联盟释放更多胡
塞武装人员。

沙特方面暂时没有就穆尔塔扎说法作
出回应。

胡塞武装2014年夺取也门首都萨那，迫
使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前往沙特
避难。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
的军事行动。

2018年12月，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对话，就荷台达停火、战
俘交换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据报道，双方
提出的换俘名单超过1万人，包括也门政府、
胡塞武装以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等多方
俘虏。

胡塞武装去年9月释放超过200名战俘，
包括多名沙特人。消息人士称，沙特已加紧
与胡塞武装非正式谈判，以期结束也门战
事。

新华社平壤1月2日电（记者江亚平 程大雨）
2019年的最后四天，朝鲜劳动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全会
上作“历史性”报告，为朝鲜2020年将奉行的内政外
交军事方针定下基调。

分析人士指出，会议将经济与安全相提并论，并
提出要继续开发战略武器，这是朝鲜为应对国内外严
峻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目的是对美国施加压力
以打破朝美对话僵局。

朝鲜作出重大战略调整朝鲜作出重大战略调整

据朝中社报道，此次全会在实现主体革命伟业新
的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期”举行，全会召开的目的在
于“突破重重严峻考验和困难，进一步加快革命发展
速度，讨论在党的建设和党的活动、国家建设和国防
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金正恩在全会上要求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同时表示要采取“积极和进攻性”的措施彻底保障国
家主权和安全，并明确了外事、军队等领域工作的具
体任务。

朝鲜2018年4月宣布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
弹发射试验，实施全力发展经济的新战略路线。但此
后，美国对朝敌视政策并未根本改变，双方多次会谈
无果而终，国际制裁解除遥遥无期，这让朝方深感失
望。

2019 年年底是朝方为朝美对话设定的“最后期
限”，但美方依然没有拿出令朝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七届五中
全会。从朝鲜媒体的报道看，此次会议宣示朝鲜内外
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即从过去的对内全力发展经济、
对外通过展现和平姿态来促进谈判，转变为对内经济
和军事并重、对外通过施加压力来推动谈判。

半岛局势不确定因素增加半岛局势不确定因素增加

金正恩一改此前对美克制的态度，公开批评美方
在谈判上缺乏诚意，一味拖延时间，从未放弃对朝敌
视政策。他指出，朝方恪守对美方的承诺，但美方的
做法实质上已经违背了双方达成的共识，因此朝方没
必要受制于此前朝美间的有关约定。

分析人士认为，此番表态暗示朝鲜在 2020 年
会走一条“新路”，即对外重新采取强硬姿态，有
可能放弃此前有关中止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承
诺。

金正恩在讲话中宣布，“朝鲜将继续开发战略武
器”，直至朝鲜的安全和发展诉求得到满足，而且“世
界将在近期目睹朝鲜拥有的新型战略武器”。

对此，韩国统一部1月1日表示，朝方如果采取这
一行动，将无助于无核化谈判以及构建半岛和平的努
力。

过去两年来，朝鲜半岛总体局势朝着和平稳定的
方向发展，各方都期待谈判取得进展。但经过几轮首
脑会晤和工作磋商，双方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
如今朝鲜表示要加强军力，美韩很可能会通过开展联
合军演、展示尖端武器来加以对抗。这预示了朝鲜半
岛局势的不确定性会增强。

谈判大门并未关闭谈判大门并未关闭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金正恩此次对美喊话态度强
硬，但依然为未来的朝美对话留有余地。金正恩并未
宣布中断谈判，而且多次谈到朝美关系僵局具有长期
性的特点。这表明朝鲜做好了与美国打“持久战”的
准备，同时也体现出朝鲜仍寄希望于通过政治途径解
决半岛问题。

金正恩在讲话中称，朝鲜将根据美方今后态度和
立场的变化来适度调整军事示威级别，这也为打破朝
美关系僵局留了后手。

韩国统一部表示，韩方留意到朝方没有宣布终止
与美方对话，韩方希望朝美能尽早重启对话，落实朝
美此前达成的共识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些韩国专家指出，朝方没有关闭与美对话的大
门，也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美国接下来如何回应朝
方诉求将是局势发展的关键。如果美方放松对朝制
裁并承诺停止美韩联合军演，朝美对话将有可能重
启。

韩国东国大学半岛问题专家金永贤表示，朝方领
导人实际上是敦促特朗普作出选择，“球到了特朗普
的半场”。

1月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比平·拉瓦特（中）检阅仪仗队。
印度前陆军参谋长比平·拉瓦特1月1日正式就任该国第一任国防参谋长。作为国防

参谋长，拉瓦特将成为国防部长与陆海空三军种相关事务的首席军事顾问。新华社/美联

新年伊始中东又要打仗了吗？

拉瓦特就任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就任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

也门胡塞武装

释放6名沙特战俘 哈梅内伊谴责美军空袭哈梅内伊谴责美军空袭

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

释放重大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