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马尼拉5月31日电 菲律宾军方 5月 31
日发表声明说，菲政府军当天清晨在菲南部与阿布
沙耶夫武装交火，打死 6 名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
一名荷兰籍人质被武装分子杀害。

根据这一声明，政府军当天在菲律宾南部苏禄
省帕蒂库尔附近展开人质营救行动，战斗持续了一
个多小时，政府军方面 8 人受伤，武装分子中有 6
人被击毙、12人受伤。

政府军在交火后发现了荷兰籍人质的尸体。
这名荷兰籍男子是名观鸟爱好者，2012年 2月在菲
南部塔威塔威省被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挟持至
今。政府军说，该人质是在交火中试图逃脱时被武
装分子打死的。

阿布沙耶夫武装成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主
要在菲南部苏禄省等地活动，参与制造了一系列恐
怖袭击和绑架事件。据菲军方统计，目前阿布沙耶
夫武装有 300人至 400人。

韩国外交部 5月 30日通报，外交部第一次官赵
世暎当天主持外务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会议，决定
给予泄露韩美领导人通话内容的韩国驻美使馆参
赞K某开除处分。

K 某先前把从同僚处获得的韩美领导人通话
内容泄露给自由韩国党议员姜孝祥，后者获得这
些机密信息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通话内容并
批评韩国总统文在寅“乞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访问韩国。

韩联社报道，韩美领导人通话内容相当于国家
三级机密。开除是韩国公务员处分措施中最严厉
的一项，遭开除者 5年内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K某同僚，即那名协助打印通话内容并将文本
提供给他的使馆工作人员受到减薪 3 个月处分。
由于处分对象中“第三人”是高级外务公务员，相
应处分决定将等待中央惩戒委员会作出。

除给予处分，韩国外交部 5月 28日已经决定对
K某和姜孝祥提起刑事诉讼。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与俄罗斯 5月 30日下午在东
京举行由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
加的“2＋2”磋商，就双方岛屿归属争
议、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
系统等话题唇枪舌剑。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
对话“坦率且富有建设性”，没有回避
敏感话题。

提驻军
日俄外长和防长第四轮“2＋2”磋

商 5 月 30 日下午 5 时 10 分开始，持续
将近 1 小时 45 分钟。这是双方去年 7
月以来的首次“2＋2”磋商。共同社报
道，日方希望以这次磋商为契机推进
双边关系，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下月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会面

“预热”。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说，他向俄

罗斯防长谢尔盖·绍伊古表达对俄方
在北方四岛军事存在不断增加的关
切。

“我（向他）说明，”岩屋毅说，“对
日方来说，增加北方四岛军事（存在的
做法）不可接受。”

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在日
本称作北方四岛，在俄罗斯名为南千
岛群岛。这些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前属于日本，二战后由苏联占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
控制。日俄就四岛归属有争议，双方
迄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

俄罗斯国防部去年 12 月发布声
明，宣布将向择捉岛和国后岛增派驻
军。依照声明的说法，俄军 2017 年进
驻岛屿上两座军营，打算 2019 年再建
造三座军营。俄方在择捉岛和国后岛
已经建造用于存储武器、停放装甲车
的现代化设施，具备供暖功能，今后将
建造更多装甲车库房。

说威胁
作为回应，绍伊古就日方引进两

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表达担
忧。依照拉夫罗夫的说法，日方这一

做法将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
岩屋毅告诉绍伊古，这一系统“纯

粹是为提升日本的防御能力”，不会对
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日本政府 2017 年 12 月通过内阁
决议，正式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
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
东北部秋田县秋田市和西部山口县
萩 市 ，打 算 2023 年 左 右 投 入 使 用 。
这两套陆基“宙斯盾”将使用日本与
美国共同研发的“标准—3 IIA”增强
型拦截导弹，防护范围能覆盖日本
全境。

尽管日本政府声称部署陆基“宙
斯盾”是为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
不少分析师认为，这一反导系统实则
具有攻击性，会对地区稳定产生负面
影响，显露日方军事野心。

拉夫罗夫在当天磋商结束后说，
俄日双方就下一轮“2＋2”磋商在俄罗
斯举行达成一致，后续将经由外交渠
道沟通具体日期等细节。据新华社电

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 5月 30日
晚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先后主持召开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
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两场特别峰
会，矛头直指伊朗。

●峰会剑指伊朗
萨勒曼在首先举行的海合会特别

峰会上表示，“应对伊朗的威胁”是召
开峰会的主要原因。

萨勒曼说，伊朗发展核武器与弹道
导弹能力是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威胁，
伊朗的行为威胁到国际海上贸易和全
球石油供应，是在“公然违反联合国条
约”。

海合会特别峰会结束后，与会国家
发表联合公报，谴责伊朗破坏海湾地区
安全的行为，呼吁其停止资助“恐怖主
义”，并敦促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严厉
措施”。

在随后举行的阿盟特别峰会上，
萨勒曼以及多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围
绕地区形势发言，谴责阿联酋海域的
商业船只遭“蓄意破坏”以及沙特石油
设施遭无人机袭击等事件。

萨勒曼说，召开此次阿盟特别峰
会的原因是中东地区正面临“特殊挑
战”，阿拉伯国家需要对伊朗采取强硬
立场。

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说，发生在阿联
酋和沙特的袭击威胁到地区安全以及全
球贸易，阿拉伯国家之间需要进行协调。

分析人士指出，从萨勒曼的表态看，
沙特召集两场特别峰会意图明显，就是
希望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均能形成统
一阵营，共同抵制伊朗。此举的目的或
许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

●伊朗反驳沙特
但是，也有国家发出了与沙特不

同的声音。在阿盟特别峰会上，伊拉
克总统萨利赫表示，伊朗是伊斯兰国
家也是伊拉克的邻国，伊朗的安全稳
定符合伊斯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利
益。“如果处理不当，与伊朗的紧张局
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战争。”

伊拉克还拒绝签署阿盟特别峰
会结束后发表的谴责伊朗的声明。
伊拉克此前表示将与伊朗保持友好
关系，并愿意调停美国与伊朗的争

端。
对于沙特召集峰会施压伊朗一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批
评沙特“持续在伊斯兰国家间和在本
地区内部制造分裂”。“我们认为沙特
召集邻国和阿拉伯国家来共同反对伊
朗的企图，是在延续美国和犹太复国
主义政权的徒劳无功的企图。”

此前，伊朗已否认与阿联酋水域
的商船遭“蓄意破坏”以及沙特石油设
施遭无人机袭击的事件有关联。伊朗
近来还派官员访问海湾国家，公开提
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望构建与海
湾国家的“平衡关系”。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 5月 26日开
始访问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5 月
28 日，他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说，伊朗
准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就地区稳定与
安全进行对话。卡塔尔外交部网站发
表声明说，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
萨尼会见了阿拉格希。双方对不断升
级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存在的问题表示
担忧，强调通过对话方式解决问题的
重要性。 据新华社电

第 18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在新加坡举行。本届对
话会聚焦地区安全等热点议题，包括
中方代表在内的多国军事和安全部门
代表与会。

◆商讨地区热点
根据主办方发布的日程，对话会

期间，各国代表将就亚太地区安全局
势、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中的亚洲安全
秩序、管控冲突、保障地区局势稳定等
议题举行全体会议和分论坛讨论。预
计各国代表还将举行双边与多边会
晤。

主办对话会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

所亚洲执行董事蒂姆·赫胥黎说，每年
香格里拉对话会都会聚焦亚太安全的
重大议题，今年也不例外。在具体议
题上，朝鲜半岛局势一直是关注焦点。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与战
略研究高级讲师胡秋坪说，今年 2 月
朝美领导人在越南河内的第二次会晤
并未如预期那样达成协议，美国政府
态度的反复和不确定性导致双方无法
迈出下一步，而这种停滞可能影响到
半岛和解进程。

尽管如此，赫胥黎认为，现阶段半
岛局势较一年半前还是有了很大改
善，朝鲜和美国、韩国之间有了直接沟
通渠道。而分析人士认为，香格里拉
对话会如能推动就半岛问题展开讨论
将有积极意义。

◆期待中方阐述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5月 30日

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应
邀出席第 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此
期间，魏凤和将就“中国与国际安全合
作”议题作大会发言，并会见多国代表
团团长，就广泛议题进行交流。

赫胥黎告诉新华社记者，作为香
格里拉对话会主办方，国际战略研究
所和其他与会方对本次中方参会有很
高期待，希望看到中方发表重要阐述

并与各方展开讨论。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此前对媒

体表示，中方代表出席本届对话会，展
现了一个自信的中国和中国军队愿与
地区和世界各国互动的愿望。他期待
中方代表在大会期间的发言。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
学者胡逸山表示，期待在对话会上听
到中方阐述如何继续为区域和平稳定
作出贡献的主张。

◆持续关注反恐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

话会并没有安排专门议程讨论恐怖主
义和反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
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认为，
反恐是对话会持续关注议题，虽然今
年没有列入专门议程，但还是会涉及。

李明江表示，随着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被击溃，现阶段反恐形势没有前
几年那么严峻，但不久前发生在斯里
兰卡的恐怖袭击也为东南亚国家敲响
了警钟。

赫胥黎说，在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的
袭击事件发生后，预计与会者对反恐
议题的关注度会提升，不少代表将会
在对话会上提及最新的恐怖主义威
胁，呼吁加强区域和国际反恐合作。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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