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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地地””占占领领费费卢卢杰杰扇扇了了美美国国一一耳耳光光

新年刚过，庆祝的气氛还未散
去，伊拉克就传来噩耗——— 1月2

日，“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把费卢
杰给占了，还成立所谓的“伊斯兰
酋长国”自立为王，费卢杰城头上
升起了“基地”分支“伊拉克和利凡
特伊斯兰国”的旗帜。

费卢杰虽然地处伊拉克最
大省份安巴尔省，但距离首都巴
格达不到70公里，在地图上它就
像一个扁担的中点，东边是巴格
达，西边是安巴尔省首府、同样

遭恐怖分子困扰的拉马迪。鉴于
此，伊拉克政府无法也不可能容
忍这群人在眼皮子底下如此嚣
张，攻城在所难免。只是，1月4日
攻城失败，反倒凸显出占据费卢
杰的恐怖分子实力不俗。

其实，恐怖分子占山为王甚
至宣称建国的事例并不鲜见。
2011年中东北非地区大动荡开始
不久，也门政局陷入混乱，“基
地”阿拉伯半岛分支趁乱打劫，
占领了也门南部阿比扬省首府
津吉巴尔，并宣布建立“伊斯兰
酋长国”，一时间舆论大哗。所幸
在也门政局趋稳后，恐怖分子被
赶出了他们的“首都”津吉巴尔。
但此处花败别处花开，如今这朵
花开在了伊拉克费卢杰。不同的
是，津吉巴尔的影响与费卢杰可
不在一个水平上，后者是当年伊

拉克战争中美军的梦魇。
费卢杰不仅战略位置重要，

而且在宗教上也是伊拉克逊尼
派穆斯林的“大本营”，萨达姆执掌
伊拉克时期，复兴社会党的很多高
官都来自这一地区。2003年美军打
响伊拉克战争，虽然短时间内就打
垮了萨达姆，占领了伊拉克全境，
但各地反美势力风起云涌，费卢杰
就是其中的代表城市。

2004年3月“黑水桥事件”(4

名美国保安和5名美军士兵遭伏
击被击毙，尸体被挂在幼发拉底
河北桥上示众)后，被激怒的美军
对费卢杰发起第一次战役———

“警示决心”行动。不过，在伊拉
克内外压力下，这次战役草草收
场。此后，由美国提供武器装备、
当地人自己组建的“费卢杰旅”
维持治安。但美国人的撤离，被

武装分子视为一场重大胜利，进
而费卢杰成了反美武装分子心
中的“圣地”，从四面八方向此会
聚，安全形势急转直下。

为了铲除这一恐怖分子温
床，美军在2004年底发动了第二
次费卢杰战役。这场历时一个多
月的战役被称为自1968年越南战
争顺化战役后美军参与的最大
规模巷战，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但这场惨烈的胜利就像美国历
时十多年的反恐战争一样，获得
了一个点的胜利，却失掉了一个
面的掌控。聚集费卢杰的恐怖分
子被打散后在伊拉克各地“开
花 ”，直 至 今 日 仍 然 无 法 抹
去——— 如今费卢杰再被恐怖分
子占领就是鲜活一例。

面对费卢杰被占，1月5日，
美国国务卿克里所言，“这是属

于伊拉克的战争，我们不打算回
来，不打算参与这场战争”。可不
参与不代表不关心。白宫发话
了，要加速向伊拉克交付所购武
器装备，还特别指出了“狱火”导
弹对打击占领费卢杰的恐怖分
子行之有效，而无人机则可追踪
甚至定点打击恐怖分子。

与美国做死对头这么多年
的“基地”在新年伊始之际高调

“建国”，而且是在费卢杰这块美
军的“伤心地”，是多么刺激美国
的自尊心，多么让高举反恐大旗
多年的美国脸上无光。虽然“基
地”的这次“胜利”也难免重蹈以
往昙花一现的覆辙，但这已然是
一记打在美国脸上的响亮耳光。
虽然很疼，但还能怎样？“疯玩
了”十多年的美国，如今到了该

“收收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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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

我们应该反思一战教训
1914年1月的时候，欧洲

很少有人能想到，7个月后，
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将把
全世界拖入一场灾难性的战
争当中。尽管在进入2014年的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世
界即将面临那样一场划时代
的重大灾难，但今天与彼时
仍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
处。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要区
分引发冲突的偶然性因素，以
及国际关系或国内事务中更
加根深蒂固的紧张因素———
后者是导致战争的根本原
因——— 而不能混为一谈。

另一个教训是，相互对
立的民族主义的摩擦，加上

民族自尊心、远大抱负、愚昧
以及受到悉心呵护的历史宿
怨，这些因素在当今引发战
争的能力不输于1914年。如果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传统
大国的相对衰落，国际体系
重写秩序，这种风险就尤其
突出。边缘政策的运用在国
际关系中不可避免，但尊重
他方的动机和正当利益至关
重要。

第三个教训是，怀着以
下想法贸然参战是愚蠢的，
即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
间、不会耗费太多资源、不会
产生不可控的后果。美国和
英国政府2003年入侵伊拉克
时也是这样想的。后来的事

实证明，他们对这两场战争
的估计错得多么离谱。

最后一个教训是，如果
战争真的爆发了，那么至关
重要的一点是，要在战争结
束时构建稳固的和平。

点评：以史为鉴可以知
兴替。百年后的今天，确实有
很多现实与当年相似。只是
时过境迁，如今的国家间关
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比以往
更加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
全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爆
发战争的可能。但居安思危
不可少，何况如今的东亚存
在日本这样的“异类”，不可
不防。

英国《每日电讯报》：

2014年美元大回归
鉴于美国经济同时正在

复苏，其影响力将双倍地增
强。多亏量化宽松政策，美国
摆脱了自朝鲜战争以来堪称
最严重的财政紧缩。就在半
个欧洲仍深陷准衰退之中、
中国正力图给世界上最危险
的信贷扩张降温之时，美国
经济增速竟然近乎“逃逸速
度”——— 至少眼下是这样。

随着美联储关掉美元流
动性的龙头，世界经济每年
就会减少1万亿美元的刺激
资金。很难想象有什么战略
和经济背景要比这更有利于

美元的回归，而这一进程随
着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突
破3%后将会加速。

随着美联储在“鹰派”主
席耶伦的领导下收紧流动性，
在2009年以来流向新兴市场的4

万亿美元外资中将有相当大的
一部分再次流出来。英格兰银
行行长卡尼说全球金融的“震
中”现在就位于新兴国家的影
子银行体系。可以想象土耳其
的里拉将会重蹈泰铢的覆辙，
不过也可能有多个引爆点，即
那些有着巨额经常账目赤字的
国家，如埃及、乌克兰或南非，

并且扩展到巴西、印度和印尼
等下一批国家。

点评：我们警惕着政治
和军事上的不稳定因素，同
时也不能忽视美元这个经济
上的双刃剑。它量化宽松不
好，它不量化宽松了也会带
来冲击，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这已经在去年10月盛传美联储
退出QE窗口期时上演了，印
度、印尼、泰国新兴经济体出现
金融动荡。如今，确定缩减这只
靴子落了地，下一只对外界影
响的靴子还悬着呢。

（上接B01版）
2011年初，中东北非地区动荡

骤然升级，利比亚局势岌岌可危，
法英美等国对利动武已箭在弦上。
于是，中国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
撤侨行动。当年2月至3月，海军第7
批护航编队中的导弹护卫舰徐州
舰接到命令，从亚丁湾海域赶往利
比亚海域，为搭乘有2000多名中国
公民的“韦尼泽洛斯”号客轮护航，
直至抵达希腊克里特岛。

2012年8月，完成第11批护航
任务的导弹驱逐舰青岛舰、导弹护
卫舰烟台舰和综合补给舰微山湖
舰进入地中海，并通过连接地中海
与黑海的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海
峡进入黑海，分别访问了乌克兰塞
瓦斯托波尔、罗马尼亚康斯坦察、
保加利亚瓦尔纳和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此后三艘舰艇在地中海会合
访问以色列。

彼时，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美
国虽不断否认设立禁飞区的可能，
但这足以让人联想到一年多前在
利比亚设禁飞区后的结果。同时，还
有叙利亚盟友俄罗斯将派军舰赴
地中海执行任务的消息爆出……
这些行动全部集中在当年7月下旬
至8月期间。同一时段内，中国海军
第11批护航编队通过苏伊士运河驶
进地中海，在访问土耳其、保加利亚
途中“路过”叙利亚周边海域。正因
为如此，这次正常的海军访问活动，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中国海军还有两大王牌

作为“和平使者”，中国海军还
有两大王牌——— 远洋航海训练舰
郑和舰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郑和舰在2012年4月16日起的
158天里，先后到访越南、印度、意
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等14
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海军史上首
次单舰环球航行访问等多项纪录，
这是时隔十年中国海军再次环球
航行。上一次是在2002年，当时导
弹驱逐舰青岛舰和综合补给舰太
仓舰的环球航行历时132天访问10
个国家，被称为新中国“海军对外
交往史上的里程碑”。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则用另
一种方式传递中国的善意。2010年
8月“和平方舟”号赴亚丁湾海域及
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
尔、孟加拉国等亚非五国执行“和
谐使命-2010”任务。这是“和平方
舟”号首次赴国外执行诊疗服务任
务。翌年，“和平方舟”号更是远赴
古巴、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哥斯达黎加等拉美四国，执行“和
谐使命-2011”任务，这是我国海军
舰艇首次到访加勒比地区。

此后，“和平方舟”号不仅多次
为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官兵提供医
疗服务。去年7月14日，荷兰海军

“范·斯派克”号导弹护卫舰的士兵
高迪就在亚丁湾的“和平方舟”号
上治好了牙病，这也是“和平方舟”
号首次为外国护航官兵提供医疗
服务。去年11月，超强台风“海燕”
横扫菲律宾，重灾区塔克洛班也迎
来了“和平方舟”号，这是我国首次
派出舰艇赴海外灾区执行人道主
义医疗救助行动。

“在东亚，中国、韩国是二战受
害者，日本则是侵略的一方。然而
在日本政坛，我几乎看不到一种类
似德国对二战的自省和忏悔。”

———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
所东亚地区专家艾伯哈特·赞特
施耐德博士认为，日本在中日问
题上缺乏有智慧的政客是导致外
交困境的根本原因。

“如果有人试图改变欧洲条
约，那么，波兰将会‘今天、明天甚
至永远’投否决票。”

——— 英国首相卡梅伦6日称，
要取消在英国工作的波兰移民子
女的社会福利政策。他还说，波兰
加入欧盟后，150余万波兰人涌入
英国，他认为，有必要解决这一问
题。波兰总理图斯克7日予以回应。

“说法国是‘欧洲病夫’的那
篇文章有很多数据失实，不值得
信服。”

——— 美国《经济周刊》6日发
表文章，称当欧洲多国经济逐步
平稳回升之际，法国经济却停滞
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趋势。种种迹
象表明，法国目前已成为新的“欧
洲病夫”。对此，法国经济和财政
部长莫斯科维奇7日作出回应。

“最近一段时间安倍首相患
上了失眠症，每夜临睡前需要喝
一盅白兰地才能入眠。”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人
安倍昭惠近日在与作家曾野绫子
的新年对谈中透露。

“目前韩中关系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密切，‘转迷开悟’符合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力推的反腐败
等政策理念。”

——— 韩国总统朴槿惠近日在
青瓦台举行了上任后首次“韩外
记者见面会”，会上高度评价韩中
关系和中国反腐行动。

(赵恩霆 整理)

被困冰雪中的船上的英文意
为“全球变暖理论”。它撞到的灯
柱上的英文意为“现实”。企鹅说：

“他们也许忘了考虑(现实)这一
点。”受北极寒流南下影响，美国
中部、东部大面积地区本周遭遇
近20年来最严寒天气。

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
去年12月被困南极浮冰区，本月
初，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在
救出“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上的乘
客后，也曾一度被困南极浮冰区。
(原载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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