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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背棄庫爾德
默許土耳其出兵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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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發言人前日宣佈，美國將不會阻止土耳其軍隊進入敘利亞打擊庫爾德武裝分
子，估計土耳其將在短期內展開行動。由於美國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長期與庫爾德人
合作，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事件標誌着美國對敘決策出現重大改變。
員。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拒絕接收赴敘參戰的
極端分子。
庫族武裝組織「敘利亞民主軍」(SDF)前日表
明，將全力捍衛庫族土地和人民，一旦土耳其單方
面攻擊，將引發全面戰爭。不過庫族消息人士估
計，土耳其只會作出有限度的軍事行動，會繼續打
探美軍動向。

耳其一直視庫爾德人為恐怖分子，並警告將揮
土軍敘利亞殲滅庫族武裝，為土耳其建立「安全

區」，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近日更揚言，已對庫族
忍無可忍，或於日內採取行動。埃爾多安前日與美
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後，白宮隨即罕有在周日深
夜，公佈將在土耳其行動期間置身事外，既不支
持、亦不參與。在美軍昨日開始撤出敘利亞東北部
據點後數小時，由親土耳其武裝組織控制的敘國北
部城鎮阿扎茲發生炸彈襲擊，造成至少一死兩傷。
特朗普昨日在 twitter 發文，為美軍撤出敘國辯
護，指美國提供金錢和軍備支援庫族部隊，花費太
大，並稱美國需退出這場「無止境的荒謬戰爭」。

華府官員憂令 ISIS 有機可乘
華府官員透露，美國已跟 SDF 就撤軍一事溝
通，對方直言失望和憤怒。白宮官員憂慮一旦庫族
兵敗，約 1.25 萬名 ISIS 戰俘將趁機逃出，使 ISIS
死灰復燃。
美聯社形容，白宮的決定如同拋棄與美國並
肩作戰的庫爾德人，民主、共和兩黨均憂
慮，土耳其進軍敘利亞北部期間，可
能屠殺庫族人民，事件亦會為美國在
全球的盟友帶來極負面訊息。民主
黨眾議員加列戈直言，庫族今後將
不再信任美國，並可能尋找其他盟
友，以自我保護。
聯合國負責敘利亞人道事務的協
調員穆姆茲斯回應美軍撤軍行動，
表示聯國要為最壞情況作好準備，
又呼籲交戰派系避免殃及平民。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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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區」
擬深入敘境 30 公里
埃爾多安的發言人卡林強調，有決心和能力執行
「安全區」方案，過程中將確保敘利亞領土完整，
目標是消除恐怖主義威脅，並讓滯留在土國的 360
萬名敘利亞難民安全回鄉。土耳其當局稱，「安全
區」將涵蓋敘利亞北部邊界約 30 公里寬的範圍，
埃爾多安下月會跟特朗普會面，討論設立「安全
區」的細節。
現時美國在敘利亞北部駐軍約 1,000 人，敘利亞
人權觀察組織昨日表示，駐敘美軍已離開接近土
耳其邊境的東北部地區。美國官員透露，假如土
耳其進一步進軍，美軍便可能完全撤離敘利亞，
土耳其未來亦將負責處理過去兩年俘獲的 ISIS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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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軍方在鄰近敘利亞邊境部署坦克
土耳其軍方在鄰近敘利亞邊境部署坦克。
。 網上圖片
■特朗普和埃爾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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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多年來直接或間接干涉
其他地區事務，每當一些地區
?2 轉趨動盪，美國便經常以人權
等理由，向其中一方押注，為
美國謀求最大利益。然而當局勢再生變化，
華府發現利益關係改變，以往的盟友便迅即
被棄如敝履，盡顯美國利字當頭的本色。
美國對盟友「變臉」的例子，在過去數十
年數之不盡，例如在越戰時期，美國起初懼
怕印支半島赤化，因此以捍衛自由、支援盟
友為名增援南越，但隨着國內反戰呼聲高
漲，尼克松政府怯於民意，遂與越共秘密談
判，美軍最終在1973年撤出南越。肯尼迪宣
佈參戰時所說的自由價值，早已抹得一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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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爾政權得益
普京或主宰敘國前途
美國準備從敘利亞撤軍，讓土耳
其部隊進入敘國境內，驅逐庫爾德
族部隊。隨着美軍離開當地，最大
得益者相信是敘利亞總統巴沙爾，
無需再面對境內美軍的威脅，其地
位將更穩固，而一直支持巴沙爾政
權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更可能成為
主宰敘國前途的「造王者」。

土軍料不會威脅敘政府
巴沙爾多年來四面受敵，但肆虐
境內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已在美軍和庫爾德族部隊全

力清剿，以及俄羅斯持續空襲下，
勢力大大削弱。此外，美國自前總
統奧巴馬任內，一直猛烈批評巴沙
爾侵犯人權，總統特朗普上台後，
多次指責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武攻
擊平民，不斷向巴沙爾施壓，隨着
美軍撤出，或令巴沙爾稍鬆一口
氣。
庫爾德族部隊是對抗巴沙爾政權
的「敘利亞民主軍」內重要力量，
但在沒有美軍支援下，庫族部隊勢
難抵擋土軍攻勢，土耳其等同為巴
沙爾除去一枚眼中釘。儘管土耳其

■敘利亞庫爾德
族人日前在鄰近
土耳其邊境示
威。
法新社

總統埃爾多安與巴沙爾長期不和，
但預計土耳其只希望驅逐庫族部
隊，在邊境建立「安全區」，不會
劍指巴沙爾政權，加上土耳其近年
與俄羅斯關係密切，更向俄方採購
S-400 導彈防禦系統，料埃爾多安
不敢冒着觸怒俄羅斯的風險，試圖
推翻巴沙爾。
美國與俄羅斯近年在敘利亞分別進
行反恐任務，但敘國亦成為兩國的角
力場，少了美國的覊絆，俄羅斯在敘
利亞的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加，足以主
宰敘國前途。
■綜合報道

果。

約翰遜促肇事者回英受查
根據1961年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規
定，外交官及其家屬通常豁免駐地國的起
訴。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對發生致命車禍
感到難過，但表示撤銷外交豁免權是極之罕
見。死者父親對薩科拉斯的犯罪行為感到震
驚，「有人可以做出這種事，然後搭飛機一
走了之，我不敢相信她能夠心安理得」。
約翰遜昨日表示，希望薩科拉斯可返回英
國，配合當局調查，他會向美國駐英大使館
提出要求，若仍未能解決，他將親自聯絡白
宮。英國外相藍韜文亦呼籲美國使館重新考

庫爾德人分散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
敘利亞，長期尋求獨立，被土耳其視為心腹
大患。隨着土耳其逐漸靠攏俄羅斯，美國為
免失去這北約盟友，甚至被俄羅斯可藉土耳
其走進地中海，於是向土耳其示好。國際大
格局和地緣政治利益，對美國是重中之重，
庫族自然棄不足惜。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主張，
被當地輿論狠批，但其實「美國優先」一直
是華府外交政策的主軸，一切援助只建基於
美國利益，假如國內外形勢改變，華府便往
往馬上轉軚。無論是戰場上的庫爾德人，還
是貿易談判桌上的日本、歐盟、墨西哥，都
應有被美國背叛的準備。

土國庫族百年恩怨 埃爾多安大清剿殺3000人
庫爾德族人主要聚居於土耳其東南部，大多屬
伊斯蘭教遜尼派，擁有本身的獨特語言「庫爾德
語」。阿塔圖克在立國憲法中承認庫爾德語，但
在 1930 年內便逐漸推動全民使用土耳其語，強調
只有說土耳其語的國民，才是真正公民。

禁庫爾德語掀叛亂
土耳其政府與庫爾德族的恩怨長達近一世紀，
庫族一直指控受政府迫害，引發持續不斷的流血
衝突。總統埃爾多安上台後，曾承諾改變對庫族
的政策，但只是曇花一現，最終大力清剿國內的
庫族勢力，更揮軍攻擊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
庫族部隊，造成逾3,000人死亡。
土耳其於 1923 年立國，前軍官阿塔圖克成為首
任總統。但短短兩年後，當地庫族領袖賽義德發
動起義，企圖推翻阿塔圖克，儘管最終被敉平，
卻掀起庫族武力抗爭的序幕。

美外交官妻撞死英青年 藉外交豁免權一走了之
美國駐英國大使館一名外交官的妻子，8
月在英格蘭駕車逆線行駛，撞死一名電單車
司機。她在肇事後離開英國。英警方調查證
實她涉案後，向美國要求她協助調查，但美
方以她擁有外交豁免權為由拒絕。事件引發
英國國會議員及死者家屬不滿，首相約翰遜
表示或親自聯絡白宮，尋求解決方法。
19 歲電單車司機鄧恩在北安普敦郡一個英
國空軍基地附近遭遇車禍喪生，而美軍使用
該基地作為通訊中心。當地警方發表聲明，
證實一輛汽車駛入錯誤行車線，逆向行駛，
迎頭撞向鄧恩的電單車，涉案汽車司機為 42
歲的美國外交官妻子薩科拉斯，她事後返回
美國，英警方要求美方將她送回英國但不

淨。
失去美國支援的南越短短兩年後滅亡，前
南越總統阮文紹痛斥遭美國出賣。然而其實
美國從始至終，只因地緣政治利益而參戰，
當國內民意反彈太大，美國便放棄南越，若
阮文紹以為美國真的堅實支持南越，只是他
一廂情願。
敘利亞內戰之初，美國期望推翻總統巴沙
爾，打擊區內親俄勢力，於是向反對派和庫
爾德族提供大量軍援，後來「伊斯蘭國」
(ISIS)在敘攻城掠地，庫族便成為美國對付
ISIS 的棋子。不過當 ISIS 潰敗，巴沙爾政權
亦從反對派收復大片土地，庫族對美國已失
去利用價值。

慮，撤銷薩科拉斯的外交豁免權。
■路透社

■網上流
傳為薩科
拉斯的照
片。
網上圖片

1980 年土耳其發生政變後，新政權加強打壓庫
族，庫爾德語在人口普查中，被剔出官方語言行
列，庫族人說庫爾德語將受檢控，引發庫族主要
政黨「庫爾德工人黨」(PKK)在東南部發動叛
亂，戰火至今仍未平息。
埃爾多安上台後，承諾改變對庫族政策，其後
解除對庫爾德語的禁令，並與 PKK 展開秘密談
判，促成PKK於2013年3月宣佈停火。然而和平
局面持續不足兩年，埃爾多安大力宣揚民族主
義，積極掃蕩 PKK，更出兵清剿 PKK 在敘伊兩
國的分支。
■綜合報道

貪腐案調查擴大
大馬罰 80 企業個人 7.85 億
馬來西亞當局擴大對主權基金「一
馬發展公司」貪腐醜聞的調查，反貪
委員會主席科亞昨日宣佈，將對 80 名
涉案人士和企業，合共罰款約 4.2 億令
吉(約 7.85 億港元)，他們需於兩周內繳
交罰款，否則將面臨起訴。
由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成立的一
馬發展，被指於 2009 年至 2014 年間，
遭納吉布及其他人士非法挪用 45 億美
元(約 353 億港元)，用作購買遊艇和藝
術品等資產，納吉布已被控 42 項貪污

和洗黑錢罪名。
科亞表示，當局希望從 80 名人士、
企業和政黨，追回 4.2 億令吉款項，當
中包括納吉布的弟弟、馬來西亞第二
大銀行聯昌國際銀行前主席拉扎克，
拉扎克涉嫌從一馬公司賬戶，收取總
額 2,570 萬令吉(約 4,860 萬港元)的支
票。科亞未有披露個別人士和企業被
罰的金額，但表示金額可達他們收取
數額的2.5倍。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