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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朱东阳 刘品然 刘晨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15 日宣布，美国
国务院已下令驻伊拉克大使馆和驻库尔德自
治区（库区）城市埃尔比勒领事馆的美方非
紧急工作人员撤离伊拉克。此前，美国中央
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潜在
威胁，美军将提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警戒
级别。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近期在经济和军事
上同时发力，频繁采取行动对伊朗极限施
压，导致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然而，考虑到
爆发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目前美伊开战可能
性不大。

紧张局势加剧

针对从伊拉克撤员的决定，美国国务院
匿名高官称，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
和控制”的伊拉克武装人员正在威胁驻伊拉
克的美方人员，这一威胁“与伊朗直接相

关”，因此部分撤离驻伊拉克的美方人员是
合理的决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的多国联军副司令、英国籍将领克
里斯·吉卡 14 日明确表示，没有发现“受
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威胁有任何增加。

这一表态引发美方不满。美中央司令部
在 15 日分发给媒体的材料中，罕见地在开
头以添加“编者按”的方式驳斥吉卡的言
论，称其与美方掌握的“可信”情报背道而
驰，驻伊拉克美军的确面临着“可信和可能
迫在眉睫的威胁”。

美媒日前还报道称，作为对伊朗施压行
动的一部分，白宫正考虑一项向中东派遣
12 万美军的计划。该消息被美国总统特朗
普斥为“假新闻”，但他没有排除未来美国
会向中东部署更多兵力的可能性。

面对美方施压，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
15 日表示，伊朗国防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
别的军事防御状态，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
准备。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14 日在德黑兰
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立场，

伊朗就不可能与其举行任何谈判。他说，
伊美之间的对抗不包括“军事选项”，是
一场“意志的较量”。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近期频频宣称伊
朗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可信”威
胁，并在经济和军事等领域持续对伊施
压。但迄今为止，美方未能拿出切实证据
证明所谓“伊朗威胁”。这一“硬伤”令
美国对伊施压举措遭到各方普遍质疑。欧
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13
日告诫访问布鲁塞尔的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美国应避免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

开战可能性小

分析人士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内部鹰
派人士及中东反伊朗势力的不断运作下，
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或将持续升温。但考
虑到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两国发生战
争的可能性不大。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
里·瓦埃兹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
可能诱发两大后果：如果美国制裁摧毁了
伊朗经济，伊朗就更有可能对美采取强硬

反击；如果制裁效果不佳，则会给美国鹰
派和中东反伊朗势力对伊发起军事行动提
供借口。

面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迅速升温，美
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丹·马哈菲
表示，这为美国、伊朗或双方的盟友和代
理人之间发生误判打开了一个危险的口
子。虽然特朗普的一些顾问支持采取更强
硬的行动，但特朗普本人对向中东派兵持
怀疑态度。

美国国务院前中东事务高级官员韦
恩·怀特称，虽然美国鹰派人士不惜一切
代价为对伊动武创造条件，但他们对特朗
普的影响还不清楚。目前来看，特朗普对
伊朗的所谓“惩罚”主要限于经济层面，
他也从美国军方得到足够多的提醒，即美
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副作
用”将数不胜数。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
斯·加尔迪耶里认为，美国在 2020 年大
选前对伊朗动武可能性较低，国会民主党
人和一些共和党人都不太可能支持对伊开
战。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5 日电）

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15 日电（记者刘洋）俄罗斯总统普京
15 日说，俄军将在 2027 年前采购 76 架第 5 代战机苏-57 ，
并在 2028 年前用这种飞机装备空天军的 3 个航空团。

俄总统网站 15 日发布公告说，普京当天在俄西南部城市
索契举行的国防工业发展问题会议上说，俄重视研发和生产可
在未来数十年中决定俄空天军战力的现代化飞机。苏-35S 和
苏-57 即将完成国家测试，它们性能独特，是“世界上最好的
战机”。

普京说，俄 2027 年前国家军备计划要求为俄军采购 16
架苏-57 ，但得益于各方的努力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军方与生
产厂家商定把采购数量提高到 76 架，相关合同将于近期签
署。他强调，必须在 2028 年之前让空天军的 3 个航空团完全
换装苏-57 。普京说，俄将继续改造图-95 、图-160 和图-
22M 轰炸机，让改造后的战机拥有使用新型巡航导弹和其他
新型武器的能力。俄军在 2013 年至 2018 年间共接收了 1000
多架新造和改造飞机。目前空天军共拥有 3000 多架飞机，其
中现代化飞机的比例超过 65% 。

苏-57 在实验阶段被称为 T-50 战斗机，由苏霍伊公司于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发，具有超音速巡航、高度隐形、超级
机动性等特点，用于取代苏-27 和米格-29 等机型。

2018 年 8 月，俄国防部签署了在 2020 年前接收两架苏
-57 的合同，第一架苏-57 将于今年交付部队。

美国对伊朗动作频频 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国际观察

普京：俄军 2027 年前

将采购 76 架苏-57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5 日电（记者周舟）美国政府 15
日发布针对华为等公司的限制交易令。华为对此回应说，限
制华为不会让美国更安全，也不会使美国更强大，只会使美
国在 5G 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名为“确保信息和
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宣布进入所谓的
“国家紧急状态”，禁止在信息和通信领域进行所谓“可能
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交易”。

美政府发言人在随后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称，美商务部将
在 150 天内制定具体规则，法规效力追溯到自行政令发布
后的所有发起、待完成和已完成的交易。

华为 15 日在发给新华社记者的一份声明中说，华为是
5G 电信设备领域无可比拟的领导者，我们也愿意和美国政
府沟通保障产品安全的措施。如果美国限制华为，不会让美
国更安全，也不会使美国更强大，只会迫使美国使用劣质而
昂贵的替代设备，在 5G 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最终
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合理的限制也会侵犯华为
的权利，引发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

华为：美国限制华为

不会让美国更安全
这是 5 月 15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拍
摄的鲁德·法拉杰轴
心大桥。

位于埃及首都开
罗舒卜拉区的鲁德·
法拉杰轴心大桥当天
正式落成。鲁德·法
拉杰轴心大桥横跨尼
罗河，桥体宽度达
67 . 3 米，是目前世
界上最宽的斜拉桥。

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东
北非地区区域经理塔
拉勒·奥马尔当天为
大桥颁发了吉尼斯世
界纪录证书。

新华社发（艾哈
迈德·戈马摄）

埃及落成世界最宽斜拉桥 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美国白宫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地时间 15 日和 16 日分
别宣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 6 月末访问韩国。

特朗普预定参加 6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
阪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并访问韩国。

青瓦台说，特朗普将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具体日程将由
双方经外交渠道协商确定。

青瓦台 16 日在声明中说，文在寅与特朗普将讨论借助朝
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和强化韩美同盟。

白宫 15 日在声明中说，特朗普与文在寅将为“实现朝鲜
最终、完全可验证地弃核继续密切协同”，将讨论加强美韩同
盟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2 月在越南首都河内第
二次会晤，没有达成协议，美朝之间的谈判至今陷入僵局。

文在寅 4 月访美期间与特朗普讨论推动美朝继续对话；
特朗普表达了第三次会晤金正恩的意愿，不排除美朝韩三方领
导人会晤的可能性。

特朗普访韩前，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预定
到访。日本共同社 15 日报道，沙纳汉定于 6 月初先后访问韩
国和日本，讨论防务合作和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另外，特朗
普定于 5 月 25 日至 28 日访问日本，6 月下旬再次赴日，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 （新华社专特稿 惠晓霜）

特朗普 6 月底访问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