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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对叙北部发动军事打击
库尔德武装遭美抛弃求助叙俄

10 月 9 日，
军车在土耳其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基利斯集结。
军车在土耳其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基利斯集结
。新华社
新华社//路透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9 日宣布，土耳
其武装部队当天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
工人党等武装发动军事行动。叙利亚媒
体说，叙东北部哈塞克省遭到土耳其军
队的炮击。

力。普京说，保证叙利亚统一和领土完
整、尊重其主权有重要意义。

连日边境陈兵

发动密集炮击
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说，土耳其武装部队与“叙利亚国民军”
一起在叙北部发动了代号为“和平之泉”
的军事行动，以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以及极端
组织
“伊斯兰国”
。
埃尔多安表示，行动旨在“防止在土
耳其南部边境建立恐怖走廊，为该地区
带来和平”。他强调，土耳其将维护叙利
亚的领土完整，并将把当地居民从恐怖
分子手中解放出来。
另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 9 日报道，土
耳其军队当天向叙哈塞克省北部地区发
起军事行动，土军对该省拉斯艾因市叙
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目标
发动密集炮击，造成当地基础设施损毁，
大量民众出逃。报道说，炮击行动在一
小时内即扩大至叙北部拉卡省的艾因伊
萨市。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 9 日说，俄总
统普京当天应约与埃尔多安通电话，呼
吁土方仔细权衡，不要让军事行动损害
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所做的共同努

美国官员说，土军连日在土叙边境
陈兵，大约 5000 至 1 万人的部队待命，准
备随时发动进攻。
路透社记者在土叙边境城镇阿克恰
卡莱和叙吕奇看到，一排排火炮、榴弹炮
和多管火箭炮架设在土堤后面，炮口对
准叙利亚方向。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法赫
尔丁·阿尔通 8 日晚些时候说，土军及其
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
军”马上将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
阿尔通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喊话，
要他们投诚，
“ 否则土耳其别无选择，只
能阻止对方扰乱我们打击‘伊斯兰国’的
努力”
。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美国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最倚赖的地方武装，现
在控制叙利亚东北部大片区域。土耳其
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作自身境内库尔
德分裂势力在境外的分支，把它定性为
“恐怖组织”，希望肃清土叙边境的库尔
德武装。

埃尔多安将访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叙利亚
库尔德武装的表态多次改变。白宫 6 日

夜晚发表声明，宣布美军将撤出叙东北
部，
原因是土耳其即将进攻这一区域。
这一决定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人、
部分共和党人和一些盟友反对。批评声
中，特朗普 7 日辩解，美军“可能”会撤离
叙利亚，但不会抛弃库尔德武装。他同
时警告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不要“突破限
度”，
否则他将
“彻底摧毁”土耳其经济。
特朗普 8 日缓和语调，宣布土耳其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于 11 月 13
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说，土耳其是美
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制 F-35 型战机的
部分原材料产自土耳其。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的上述说法不
符合事实。由于土耳其不顾美方反对，
坚持采购俄罗斯制造的 S-400 型防空导
弹系统，美方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机项
目，2020 年 3 月前停止使用土耳其提供的
原材料和零部件。
土耳其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 8 日
回应说，土方“不会为威胁所动”，将就国
家安全事务自主作出决定。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批评美方“背后
捅刀”。一些叙利亚库尔德当局成员说，
可能寻求叙利亚政府或俄罗斯方面支
持，
阻止土耳其进军库尔德人控制区。
叙利亚政府一贯反对美国和土耳其
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叙利亚政府和俄
方说，美方和土方没有提前告知美军撤
离叙利亚北部的计划。
新华社特稿

白宫拒绝配合特朗普弹劾调查
美国白宫 8 日宣布，将拒绝配合国会
众议院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
调查，指认民主党人主导的调查“违宪、
毫无依据”
。
受美国国务院阻拦，弹劾调查的关
键人物、美国驻欧洲联盟大使戈登·桑德
兰当天上午没有如期前往众议院作证。
民主党批评特朗普妨碍国会、
“ 滥用职
权”
。
长信拒绝
白宫法律顾问帕特·西波隆 8 日致信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众院民主党
高层成员。信件说，弹劾调查缺乏“合法
的宪法依据”、缺乏公正，白宫不会参与，
将中止所有关联这一“非法”调查的合
作。
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意味着白
宫不会允许其他受政府管辖的证人去国
会作证或按要求交出文件。
美联社报道，这封长信标志白宫采
取新的策略，反击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威
胁。
美国一名情报官员先前举报，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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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7 月 25 日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就职委员会捐款 100 万美元，民主党人认
泽连斯基通电话，要求乌方调查美国前
定桑德兰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证词。他的
副总统、2020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竞
律师罗伯特·卢斯金说，桑德兰本人对不
选人乔·拜登及其家人。众议院议长佩
能作证
“极度失望”
。
洛西 9 月 24 日宣布发起针对特朗普的弹
特朗普 8 日在“推特”留言，他本来愿
劾调查，指认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
意让桑德兰作证，但不幸的是他要面对
政治利益。
的是一个非法的
“私设法庭”
。
就白宫拒绝配合，众议院情报委员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说，桑
会主席亚当·希夫 8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德兰缺席是特朗普和国务卿迈克·蓬佩
回应，说这一举动展现总统“凌驾于法律
奥妨碍国会的“又一有力证据”。众议院
之上”的态度。佩洛西当晚发布声明，威
议长佩洛西说，特朗普阻挠证人作证是
胁追究总统的责任，
“ 总统先生，您不能 “滥用职权”
。
凌驾于法律之上”
。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
白宫反对众议院没有经由全体表决
监督和改革委员会 8 日下午向桑德兰发
就发起弹劾调查，认为特朗普的正当权
出传票，要求他 10 月 16 日现身作证并交
利受到侵犯。
出 文 件 ，包 括 个 人 通 信 设 备 的 通 信 记
录。桑德兰已经把个人通信记录交给白
阻止作证
宫，
但白宫拒绝移交众议院。
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原定 8 日上
桑德兰缺席触发对其他证人能否如
午在众议院下属 3 个委员会闭门会议上
期作证的疑问。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玛
作证。路透社报道，桑德兰已从欧洲飞
丽·约万诺维奇定于 11 日作证。众议院
回美国，作证前数小时遭到美国国务院
下属委员会还传唤了另外两名国务院官
阻拦。
员。
美联社报道，桑德兰曾向特朗普的
新华社特稿

遭美国政府“抛弃”后，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员说，可能寻
求叙利亚政府或俄罗斯方面支持，阻止土耳其进军库尔德人控
制区。
叙利亚库尔德当局成员巴德兰·吉亚·库尔德 8 日告诉路透
社记者，如果美军撤出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控制区，库尔德方面
将“不得不考虑所有选项”，
“可能会与大马士革或俄罗斯方面磋
商，
以填补（美军撤离所留）真空或阻止土耳其的进攻”
。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库尔德民主进步党高级成员艾哈迈德·
苏莱曼的话报道，
“时间紧迫，
最好的选项是与大马士革达成协议”
。
以库尔德武装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高级领导人马兹卢
姆·科巴尼·阿卜迪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政府军联手对抗土
耳其军队
“是我们的选项之一”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 6 日通电话。美国白宫随后宣布，土耳其即将向叙利亚北部
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发起军事行动，
美军将撤出这一地区。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由美方扶持，土方认定这一武装是“恐怖
分子”，多次警告将越境打击，
在叙土边境设立
“安全区”
。
“叙利亚民主军”
7日批评美方
“背后捅刀”
“
。美国先前多次保证，
不会允许土耳其在这一地区发起任何军事行动，
“
”叙利亚民主军”
发
言人说，
“（美方）声明让我们猝不及防，
可以说在背后捅了一刀。
”
特朗普 7 日承认库尔德武装与美军“并肩作战”，但强调美方
提供了“大笔金钱和大量装备”，
“现在是让我们撤出这些荒唐、无
止境战争的时候”，
“土耳其、欧洲、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俄罗斯
和库尔德人将必须把事情搞定”
。
他在社交媒体
“推特”写道：
“我们只打对我们有好处的仗。”
特朗普同时在推文中警告土耳其方面，如果他认定土方举动
“过度”，他将“彻底摧毁”土耳其经济。他稍后在白宫说，他告诉
埃尔多安，如果土方在库尔德控制区作出“不人道”举动，土方经
济将面临沉重打击。
土耳其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 8 日说，土方“不会为威胁所
动”，
将就国家安全事务自主作出决定。
俄罗斯外交部 8 日发表声明，说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与土耳其外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通电话，
“详细讨论”叙利亚
局势发展，
“尤其关注叙利亚东北部局势”
。
伊拉克媒体鲁道新闻网披露，拉夫罗夫 7 日在伊拉克库尔德
自治区访问期间，库区领导人呼吁俄方保护叙利亚库尔德人。
叙利亚副外长费萨尔·梅克达德欢迎库尔德武装方面与政府
和解。叙利亚《祖国报》8 日刊登对梅克达德的采访，后者说库尔
德武装遭美方“玩弄”
“抛弃”，而“国家欢迎她的所有孩子”，
“我们
建议那些迷途的人重回国家，
因为国家是他们的归宿”
。
梅克达德说，叙利亚政府将捍卫全部领土，不允许任何领土
遭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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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二战遗弹 波兰二死四伤
波兰士兵 8 日拆解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炸弹时
炸弹爆炸，2 人身亡、4 人受伤。
波兰国防部长马里乌什·布瓦什恰克说，爆炸地点位于靠近
南部城镇库日尼亚·拉齐博尔斯卡的一片森林内。
德新社报道，拆弹人员隶属驻扎当地的伞兵团。受伤士兵中
两人伤势严重。
波兰警方介绍，居民几天前在森林中散步时发现可以追溯至
二战时期的多枚炸弹。
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侵略并占领波兰，其间波兰 600 万居民丧
生，包括大约 300 万犹太人。波兰境内的施工地点多次发现二战
时期遗留的炸弹，首都华沙尤其多。
新华社特稿

美国民权运动发源地选出首名非洲裔市长
美国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 8 日选出首名非洲裔市长。
蒙哥马利市政府在网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市长候选人、非洲
裔法官史蒂芬·里德获得 67%的选票，击败他的对手、欧洲裔企业
家戴维·伍兹。
支持者们高举印有“我们创造了历史”字样的 T 恤衫，庆祝里
德当选。8 日晚些时候，里德发表胜选感言说：
“这场选举的重点
永远不是我或者我的主张，而是我们作为个人和这座城市一分子
所拥有的希望和梦想。”他定于 11 月 12 日就任市长。
依照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蒙哥马利市有 20 万人口，其中六
成是非洲裔。
蒙哥马利在南北战争初期是试图脱离联邦的南方联盟国首
府。二十世纪50 年代中期，
在这座城市，
一名非洲裔女性因为在公
交车上拒绝给欧洲裔乘客让座而被捕入狱，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
丁·路德·金领导非洲裔居民抵制当地公交系统 380 多天，
最高法院
最终裁决当地交通系统施行种族隔离违反宪法。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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