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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从叙撤军：时机拿捏非常纯熟 五角大楼将
接受史上首次审计

在叙利亚，普京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战术表演，再次印
证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活动能力和效果是一流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11 日在俄
罗斯驻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说，他已下令俄罗斯开始从叙
利亚撤军。这一消息就像两年前
普京出兵一样令人震惊。

在叙利亚，普京完成了一次
完美的战术表演，再次印证俄罗
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活动能力
和效果是一流的。当然，这次撤
军，普京也做过了一些铺垫，在
时机的拿捏上，普京还是非常纯
熟的。一进一退，“有限战争”的
理念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为了有限
的目标进行有限的战役活动。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小目
标是稳定巴沙尔政权，扭转叙利
亚政府军的颓势，大一点儿的目
标是在中东进行反恐，俄罗斯也
是恐怖主义的受害方，更大的目
标是以叙利亚来撬动大国政治
的格局，尤其是换取欧美对俄罗
斯制裁的松动。

两年多的军事行动，俄军可
以说收获颇丰，巴沙尔政权已经
稳定下来，叙利亚国内的力量对
比发生逆转，政府军控制了多数
领土。在上个月，叙利亚总统巴
沙尔专门到索契去“拜谢”，因为
俄罗斯的出手，才救了叙利亚。

对俄罗斯来说，稳定叙利亚
就是稳定了俄罗斯在中东的战
略支点。众所周知，叙利亚有俄
罗斯目前唯一的海外海军基地，
此轮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在中
东的存在感也是爆棚。与此同
时，俄军的战斗力也在叙利亚战
场得到了检验，两年多的军事行
动，俄制武器得到了检验，叙利
亚内战还没有结束，政府军当然
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俄罗斯也
就找到了一个刚性需求的出口市
场。从这个小目标来说，俄军已经
出色完成了，撤军也算是凯旋。

从反恐来说，还没有完全的
胜利，但是普京宣布彻底打败了
伊斯兰国，基本收回了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的领土，就夺取领土来
说，反恐战争也算是胜利。普京对
巴沙尔承诺，如果恐怖主义再抬
头，我们还是会给予前所未有的
一击，有了这次军事行动，俄军再
次重返叙利亚战场并不存在什么
障碍。依靠俄军在中东作战并不
能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但这也
不是俄军在中东作战的目标。

从战略格局来说，俄军在叙
利亚作战，也是在中东打入了楔

子，恰值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重新
洗牌，俄罗斯以最低成本实现了
最大的收获。俄军在叙利亚战场
的强势存在，获得了叙利亚问题
的主导权，在美欧主导的国际磋
商几乎停滞之际，俄罗斯组织的
阿斯塔纳会议逐渐成为政治解
决叙利亚问题的平台。

俄罗斯在中东的存在也赢得
了中东国家的合作和友谊，值得
关注的是，沙特国王在 10 月份访
问俄罗斯，意味着俄罗斯在中东
也是“无敌”外交。伊朗、沙特、土
耳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融
洽，但是并不妨碍各自成为普京
的朋友，因此，在中东的格局中，
俄罗斯成为非常关键的角色。

以叙利亚来撬动大国战略
关系也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在巴
沙尔访俄之际，普京要求巴沙尔
与土耳其合作，所以，叙利亚问
题的解决，俄罗斯获得了话语
权。此后，普京与特朗普就叙利
亚问题通了电话，聊得比较投
机。可以说，叙利亚是俄罗斯可
以与美国合作的筹码，只是现在
因为“通俄门”，美俄关系难以回
暖，但是在中东战略布局上，显
然，普京要更胜一筹。

据《新京报》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
宣布将参加 2018 年总统选举。
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俄罗斯总统
选举，如果获胜，他将执政至
2024 年。

宣布场合“暗含深意”

有专家分析，普京在下诺夫
哥罗德高尔基汽车厂宣布参选
暗含深意。高尔基汽车厂所在的
下诺夫哥罗德被称为“俄罗斯第
三首都”，是 1612 年与波兰战争
期间帮助维护俄罗斯国家和主
权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据 BBC 报道，2 0 1 1 年至
2012 年，在莫斯科街头举行的抗
议活动中，俄罗斯中部的一家类
似工厂的工人向普京提供了驱
散反政府抗议者的帮助。

地点和场合的选择体现了

普京对俄罗斯大型工业企业的
支持。俄罗斯专家指出：“普京将
向工人阶级提出新工业化方针
和未来的革新，并将把自己定位
为发展的总统，即他把希望寄托
在工业技术专家阶级。”

支持率攀升至83 . 5%

据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上
月初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
斯民众对总统普京的支持率再
次攀升至83 . 5%。

俄新社12月7日公布的一份
最新民调显示，67%的俄罗斯年
轻人愿意在2018年俄罗斯总统
选举中为普京投票。其中，75%的
受访者称普京符合其理想中的
总统形象，近一半受访者认为，
普京成功解决了俄罗斯面临的
问题，他们信任普京。

竞争对手胜选机会渺茫

目前，还有三名女性宣布参
加明年大选，包括俄著名艳星叶
莲娜·别尔科娃、女记者兼歌手
叶卡捷琳娜·戈登和女主持克谢
尼娅·索布恰克。从民调数据来
看，已宣布参选的竞争对手支持
率与普京相去甚远。俄罗斯民调
机构列瓦达中心 4 日公布的民
调显示，如在即将到来的周末举
行大选，53% 被调查者将投票给
普京，排名二、三位的竞争者得
票率分别为 4% 和 3%。

俄各政党将于 12 月召开党
代表大会，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

胜选后将面临种种难题

俄罗斯不少有识之士认为，
普京的困难并不在于赢得大选，

而是选举后如何解决俄罗斯面
临的种种难题。

外交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关
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不
仅没有改善，到 2017 年底反而
变得更糟。在下一次美国大选之
前，俄美关系难有改善，从中长
期看，俄美关系僵局将给俄发展
造成显著的不良后果。

经济上，俄经济复苏仍不稳
固。俄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不久前
表示，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不会超过 1 . 8% 。除了贫
困率上升以外，俄经济还面临技
术落后的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西方制
裁效应持续显现，俄经济发展遭
受的打击已逐渐对俄民众生活
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俄贫富分
化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有所上
升。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成为普
京面临的挑战。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四度竞选总统 普京胜选几无悬念

搬迁驻以使馆 特朗普在豪赌什么
在特朗普看来，阿拉伯阵营近些年来四分五裂，整个伊斯兰世界更是派系林立，内讧不断，此刻

正是冒险“闯关”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这个算盘是一次巨大的冒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
将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
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震撼世
界。耶路撒冷是《旧约》中的以色
列“圣殿”所在地，犹太国故都，
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第一圣地、
伊斯兰教第三圣地，这里一直是
地缘政治矛盾神经最集中、最敏
感的地方。不论联合国还是国际
社会，都不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
路撒冷的主权。

不过自 1956 年第二次中东
战争结束后，美以就结成了极为
特殊的同盟关系，国会早在 1995
年就通过“耶路撒冷大使馆法”，
要求政府“早日”将美国驻以色

列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并在法
令中毫不含糊地称“自 1950 年
以来耶路撒冷市就是以色列的
首都”，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观
感和地缘政治的需要，法令开了
个“但书”的口子，允许美国总统
以“国家安全利益需要”为由推
迟搬迁使馆半年，当时和此后的
先后三任美国总统就顺水推舟，
每 6 个月顺延半年，一直拖到现
在。由此可见，特朗普 12 月 6 日
的决定其实并非“美国正式承认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
从法律层面上自 1995 年美国就
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特朗普之所以要做此豪

赌，首先是为了酬庸和兑现竞
选承诺。

正式宣布前，特朗普口头
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了几位阿拉
伯领导人，他们都不约而同作
出了“强烈反对”的明确姿态，
可见坚持巴勒斯坦建国、反对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整
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正确”。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以“支持
以色列”为主要诉求之一，竞选
团队中也包括大卫·弗里德曼和
犹太裔女婿库什纳这样的亲犹
太人士，目的自然是吸引美国犹
太财团和势力雄厚的“犹太院外
团”的支持。特朗普本人当选和

就职前后也一再表示“将把使馆
迁到耶路撒冷”，此次“还愿”可
谓水到渠成。

在特朗普看来，阿拉伯阵营
近些年来四分五裂，整个伊斯兰
世界更是派系林立，内讧不断，
此刻正是冒险“闯关”千载难逢
的机会。但他这个算盘是一次巨
大的冒险。

接下来巴勒斯坦和整个阿
拉伯—伊斯兰阵营最有力、也最
可能的反制措施，是根据巴勒斯
坦人的一贯主张和“巴勒斯坦
国”基本法，正式宣布耶路撒冷、
或至少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
国”的首都。此举可在某种程度
上凝聚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共
识，鼓舞巴勒斯坦人士气，但必
然会令本就尖锐的巴以矛盾更
加激烈，也将令中东地缘政治格
局变得更复杂、更支离破碎。

据《南方都市报》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五
角大楼历史上首次财务审计将
于本月拉开帷幕，届时将有
2400 名审计员对 2 . 4 万亿美元
资产进行审计，包括人员、房地
产和军火。

尽管美国每年把财政预算
的最大份额划拨给国防部，但
是国防部此前从未接受过审
计。美国政府早在上世纪 90 年
代就要求政府部门提交财务报
表，但在此后长达 20 多年里，
五角大楼从未详细报告领取多
少拨款以及具体用途。但美国
国会仍然批准 2018 财政年度
创纪录的 7000 亿美元国防支
出，而这一金额高于特朗普政
府此前提出的６０３０亿美元国
防预算要求。 据新华社

德国高铁
26 年提速两小时

英国“脱欧”谈判
已取得“足够进展”

普普京京在在俄俄罗罗斯斯驻驻叙叙利利亚亚赫赫迈迈米米姆姆空空军军基基地地发发表表讲讲话话。。据据新新华华社社

近日，德国尼黑高铁新线
路正式开通。当天，第一列高铁
列车于早上 6 点 30 分从柏林
中央火车站出发，于 11 点 02 分
到达慕尼黑火车站，比预定时
间慢了 2 分钟。柏林和慕尼黑
之间的火车线路为 623 公里，
其中 230 公里为新建铁轨。“提
速工程”始于 1991 年，新建 22
条隧道和 29 座高架桥，隧道总
长 63 公里。提速后列车运行时
间大大缩短。部分路段速度最
快可达每小时 300 公里。目前
该高铁路段的运行时间为 6 小
时左右，提速后将缩短至不到 4
小时。

不过，有许多德国网友给
“提速工程”泼冷水。有网友说，
德国高铁现在最重要的是准
时。德国高铁去年的准点率不
到 80%。《世界报》也批评，最美
丽的高铁路线，因为过多隧道
和提速，让坐火车的浪漫戛然
而止。 据《环球时报》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近日抵
达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容克举行一周内的第二次“脱
欧”会谈，双方就爱尔兰边界、欧
盟在英公民权利、“分手费”等核
心议题取得一致，这标志着双方
即将开启第二阶段谈判。

特雷莎·梅 11 日表示，英
国预计向欧盟支付 3 5 0 亿至
390 亿英镑的“脱欧分手费”，但
条件是双方未来要达成一份贸
易协议。如果英国与欧盟无法
就（贸易）伙伴关系达成一致，

“分手费”就免谈。她还说，英国
完全能“有序、顺利”地退出欧
盟。不过，前英国财政大臣哈蒙
德此前表示，无论英欧能否就
贸易协议达成一致，英国都将
支付“分手费”。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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