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防部官员 8 月 30 日表示，第
6 艘军舰现已抵达地中海，该军舰部署地
点靠近先前美国已派遣的 5 艘驱逐舰。
这些驱逐舰的巡航导弹可以快速锁定叙
利亚，发动“有限、精准”的攻击。

美国军方强调，“圣安东尼奥” 号为
两栖战舰，任务与其他军舰不同，若对叙
利亚发动军事行动，“圣安东尼奥” 号舰
上数百名陆战队员不会参与作战。

媒体援引五角大楼知情官员的话说，
美国海军通常只在地中海部署 3 艘导弹
驱逐舰，但鉴于高层正在考虑对叙利亚发
动军事打击，军方下令其中两艘执行完任
务的军舰暂不返航，令美军部署在地中海
的导弹驱逐舰增至 5 艘。 据美国防官员
称， 这 5 艘驱逐舰各配备约至少 36 枚战
斧巡航导弹，总数约为 200 枚。

同时， 美军部署在海湾地区的航母
增至两艘。 不过，美国防部官员说，航母
“可能现在还不是涉及叙局势的潜在选
项”。

英国则派遣 6 架“台风”战斗机前往
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基地， 以便局势
紧张时， 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护英国的
利益。 据称，这些飞机将不会参与对叙军
事行动，它们将只承担空对空任务，可能
是保护美国海军船只和英国潜艇。

另一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 8
月 29 日晚宣布，9 月 1 日至 7 日对在地
中海水域部署的舰艇执行例行轮换，但
否认这一举动关联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
军事打击意图。 政治分析师认为，俄军这
一举动实际上是就美国等在叙周边的军
力调配以及动武计划发出
“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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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武力将入歧途
8月的最后一天 ，在

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学
武器问题真相小组尚未
得出结论之际，美国总统
奥巴马就断定叙政府使
用化学武器 ，并宣称 “美
国应该对叙利亚政权目
标发动军事打击”。 白宫
当天向国会提交的授权
动武决议草案声称，动武
的目标是“威慑、瓦解、预
防 、削弱 ”叙政府使用化
学武器的能力。 这是继军
事打击利比亚之后，美国
再次谋求在中东国家直
接动武。

在持续两年多的叙
利亚危机中，美国扮演的
角色并不光彩。 从最初一
味批评叙政府 ，到 “拉偏
架” 鼓动反对派闹事，再
到资助反对派打代理人
战争，直至如今打算亲自
出马，其在叙利亚的介入
越来越深，图谋更迭叙政
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上兵伐谋 ， 其次伐
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奥巴马政府不顾汹汹的
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而
决定采取下策，不能不说
其中东政策已入歧途。 作
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迷恋于自身实力和
军事力量，习惯性低估或
无视中东问题的复杂性。

两年多前，奥巴马就
美国的中东外交发表讲
话时曾表示，美国的政策
将是“促进整个（阿拉伯）
地区的改革并支持向民
主的过渡”。 然而，美国的

中东政策给当地人民带
来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美国军事干涉过的利比
亚如今地方部族、民兵势
力割据 ，经济停滞 ，物价
飞涨， 社会动荡不安；美
国出动大规模军事力量
打击的伊拉克如今民众
流离失所，面临着更深层
次的国内冲突与分裂，发
展遥遥无期……

历史业已证明，美国的
军事干涉无一例外都会
给被干涉国人民带来沉
重灾难，并将进一步加剧
地区局势动荡。 然而，美
国的政策制定者何曾为
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负
责？ 由此，反美浪潮遍及
整个地区也不难理解了。

中东地区的矛盾可
谓错综复杂，解决起来不
可能一蹴而就。 盲目挥舞
军事大棒，意图扭转这一
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既
不可取 ，也行不通 ，并且
有悖于 《联合国宪章》宗
旨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 只会加剧局势动荡，
给当地人民带来更多苦
难。

政治解决始终是叙
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
路，也是解决中东诸多问
题的正路，跳不出迷恋武
力的窠臼，
美 国 的 中
东 之 路 终
将是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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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授权后动武
阿萨德：有胆你就来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
巴马 8 月 31 日在白宫宣
布，他将就对叙利亚采取
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
鉴于美国国会众议院 9
月 9 日才复会，奥巴马的
决定意味着白宫最早到 9
日才可能获得动武授权。

消息人士说，就在几
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对
叙动武决定迫近之时，奥
巴马 8 月 30 日深夜突然
改变主意，让包括白宫高
层在内的人士颇感意外。

奥巴马说，尽管他认
为有权力在不经国会授
权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动
武，但征询国会态度将使
这一决策的执行更有效，
“我请求国会向全世界传

递一个信息，即我们已准
备好作为一个国家而行
动”。

8月 31 日晚些时候，
白宫向国会提交一份简
短决议草案，阐明有关此
次动武授权的目的是“威
慑、阻挠、预防和消减今后
使用化学武器或其他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

国会众议院议长约
翰·博纳 8 月 31 日说，他
将安排众议院 9 月 9 日
复会后开始讨论对叙利
亚动武的议案。

奥巴马发表讲话前，
美军对叙动武的部队已
经部署完毕，美当局公布
自称能 “证明 ”叙当局使
用化武的解密文件，高官

频频发表强硬讲话，让几
乎所有人都认为动武迫
在眉睫。

不愿公开姓名的白
宫高级官员承认，奥巴马
先前准备在不经国会授
权的情况下决定对叙动
武，如今在最后关头转而
寻求国会授权，让包括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团
队在内的内部人士也大
吃一惊。

分析指出 ， 在对叙
动武问题上 ， 奥巴马须
连过国会和民意两关 。
早前已有 140 名众议员
联名 “上书”， 要求奥巴
马下令对叙动武必须获
得国会授权 ， 否则就是
公然违宪。

8月 31 日，俄罗斯总统普
京对媒体表明有关叙化武问
题立场。 他说，美国确信叙政
府使用化学武器，并声称拥有
证据，那么，就应向联合国调
查人员和安理会出示证据。如
果美国不出示的话，就证明这
样的证据不存在。

普京说，当前，叙政府军
正在多个战场包围叙反对派
武装，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号
召军事干预叙局势的人指称
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简直是
“一派胡言”。

普京:对叙指控系一派胡言

叙利亚：手指已放在扳机上
面对西方动武的威胁，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8 月
29 日誓言，如遭遇外侵，叙利
亚将采取行动保护自身。叙总
理哈勒吉 8 月 31 日表示，叙
利亚已经做好了 “充足准备”
“手指已放到了扳机上”;一名
不愿具名的叙安全官员也表
示，西方随时可能发起军事干
预，叙利亚“随时奉陪”。

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美国白宫，奥巴马一脚踩着桌子与众议院发言人约翰·博纳通电话
商讨叙利亚问题，副总统拜登淡定旁听。 图据凤凰网

巴沙尔

普京

这张美国海军提供的照片显
示 ，8 月 27 日 ， 一架 F/A-18C
“大黄蜂”战机从正在阿拉伯海执
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
空母舰上起飞。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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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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