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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危險先例 英倡
“戰爭權力法案”

美英首腦繞國會襲敘成箭靶
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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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法國對敘利亞化
武設施發動一次過的精準攻擊後，
宣稱軍事行動合理和成功，但未能
平息政治爭議。美國民主黨參議員
凱恩批評總統特朗普繞過國會決定
動武，是“非法”和魯莽之舉，

■ 文翠珊繞過國會拍
板攻敘，
板攻敘
， 遭在野黨猛
烈批評。
烈批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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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開啟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今日是敘利亞，明日可能是朝鮮

■特朗普動武決定被
批魯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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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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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伊朗”。英國在野黨亦狠批首相
文翠珊未獲國會同意就授權軍事行

特朗普“任務完成”
抄布什伊戰狂言

動，只是在尾隨特朗普行事，損害
英國國際地位。輿論擔心支持敘利
亞的俄羅斯可能向英國發動網絡攻
擊，影響醫院、銀行和機場等重要
民用設施。

美

國民主黨麻省參議員沃倫指出，憲法
規定國會有權批准軍事行動，若特朗
普想擴大軍事干預敘利亞局勢，必須尋求國
會同意。多名民主黨黨員質疑特朗普沒有清
晰的對敘策略和目標，加州眾議員斯沃韋爾
表示，去年特朗普同樣繞過國會攻敘，沒帶
來任何改變，敘政府仍在使用化武，這是因
為美國沒有策略及未能與中東各國合作化解
敘國局勢。

文翠珊國會演說解畫

馬克龍遇阻力較小

導彈及 19 枚聯合空對地導彈，遇襲後冒出大量
濃煙。第二處地點是欣沙爾化武儲存庫，遭 22
枚“暴風影”導彈及海軍巡航導彈擊中，圖片顯
示該處建築物已完全夷平；第三處地點欣沙爾化
武地堡遭7枚“暴風影”導彈擊中。
美國防部稱，在聯軍空襲行動結束後，敘
軍才胡亂發射 40 枚防空導彈，根本未有阻截聯
軍導彈。
■《每日郵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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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表示共發射105枚導彈，攻擊敘利亞三
處設施，敘方宣稱成功阻截當中71枚導彈，化武
設施未受嚴重損毀。美國國防部14日展示衛星圖
片，對比打擊目標前後情況，證明行動成功令它們
成為廢墟，形容令敘國化武發展“倒退多年”。
最主要目標是大馬士革的“拜爾宰研究發
展中心”，它被視為巴沙爾政權的化武計劃核
心，遭 76 枚導彈擊中，包括 57 枚“戰斧”巡航

■化武地堡

另一邊廂，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對的阻力
相對較小，前總統奧朗德和社會黨前總統候
選人哈莫都呼籲政府盡快結束敘利亞人道危
機。最大反對聲音來自極端政治派系，極左
政黨“不屈法國”黨魁梅朗雄形容攻敘是美
國的“復仇冒險”，不負責任地加劇局勢緊
張；極右“國民陣線”黨魁勒龐認為法國應
成為維持國際秩序及和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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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黨魁郝爾彬表示，空襲無法拯救
生命和帶來和平，在法理上令人懷疑，亦
令緊張局勢升溫。他已要求文翠珊作出保
證，不再對敘利亞發動攻擊。郝爾彬又質
疑人道干預應否成為軍事行動的理據，呼
籲國會推出“戰爭權力法案”，迫使政府
日後若再出兵，必須先經過國會一關。他
指出英國若要佔據“道德高地”，便要遵
守國際法。
綠黨黨魁盧卡斯和巴特利批評文翠珊踐
踏議會民主；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譴責空
襲，指責文翠珊只是屈從特朗普的意願。英
國影子司法大臣伯根表示，轟炸其他國家是
“戰爭行為”。民調機構 Survation 的調查顯
示，54%受訪者相信文翠珊繞過國會動武的
決定錯誤，約 60%受訪者認為除非得到國會
支持，否則不應再空襲。

美衛星圖證化武設施成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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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6成人反對再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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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文翠珊亦面對質疑之聲，雖然
按照英國法律，首相決定動武前無需經國會
批准，但自從保守黨 2010 年起執政以來，
內部一直有共識，認為應汲取伊拉克戰爭的
教訓，在戰爭事務上徵詢國會意見，除非事
態緊急則當別論。在今次聯軍向敘國化武設
施作出導彈攻擊後，英政府發聲明為決策辯
護，聲稱目標是通過打擊巴沙爾政權化武能
力，來紓緩敘利亞人的“極端人道苦難”，
並在特殊情況裡、在國際法許可下行動。
文翠珊表示，大量情報顯示巴沙爾需為
化武攻擊平民負責，因此軍事行動是正確和
合法。她 16 日在國會發表演說，並接受議
員質詢。

美國總統特朗普 14 日在 twitter 以“任務完成”
(Mission Accomplished)形容今次軍事行動，令人聯想
起 2003 年時任總統布什下令入侵伊拉克後，在航空
母艦上發表關於任務結束的演說。在布什演說後多
年，美軍仍深陷伊戰泥沼，“任務完成”自此成為諷
刺政客錯判形勢和傲慢的代名詞。
布什藉口伊拉克政府藏有大殺傷力武器，於
2003 年 3 月下令揮軍伊拉克，在不足 6 周後的 5 月，
他站在一個印着“任務完成”的橫額下，宣稱在伊拉
克的主要戰鬥行動已結束。然而此後美軍在伊拉克遭
遇激烈反抗，軍事行動的主要傷亡更集中在布什發表
講話以後。特朗普豪言“任務完成”惹起大批網民反
諷，有人寫道“吃過早餐，以後不會再肚餓了，任務
完成”；有網民質疑特朗普應該知道該詞語的意義。
特朗普15日在twitter為此辯護，強調今次攻敘是
完美和精準地執行，“只有假新聞媒體才會貶低‘任
務完成’的意義”，又吹噓這是偉大的軍事名詞，以
後應該經常使用。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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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爾宰研究中心

分析認為，今次軍事行動揭示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敘利亞問題上立
場反覆，在敘利亞角色模糊不清，
無助當地和平進程，亦得失了特朗
普在美國的支持者。
特朗普 3 月底在工業州份俄亥俄
發表民粹風格的演說，揚言“我們很
快撤出敘利亞”。到了本月初，他還
是私下向政治顧問表示，美國干涉敘
國一無所獲，闡明自己希望在今秋
前，撤出全數在敘國清剿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的2千名美軍。然
而早前敘國的化武襲擊疑雲令特朗普
立場突變，不僅聯同英法空襲，更承
諾若巴沙爾政權再動用化武，美軍會
繼續介入。華府高官的說話亦引起外
界質疑，國防部長馬蒂斯形容空襲是
一次過；美駐聯合國大使黑利則稱，
美國準備好再度打擊敘化武設施，反

映華府對於軍事行動是否延續未有一
貫立場。
法新社分析指，空襲不會阻止
巴沙爾政權和俄羅斯繼續打擊敘反對
派，亦無助於和談。全球公共政策研
究院分析師施奈德斯指出，華府今次
襲敘只為在化武事件上挽回面子，未
能轉化為更廣闊的外交軍事行動。
特朗普得以當選總統，在於其
“美國優先”主張獲得傾向於孤立主
義的選民支持。以撐特朗普見稱的霍
士電視主播英格拉哈姆質疑軍事行動
的成效，“這不是特朗普被選上總統
的原因”。
保守派評論員庫爾特引述反對
襲敘的網民留言，稱“直接損毀是大
馬士革的一些建築物：集體損毀是特
朗普的政治支持者基礎”。
■綜合外電

俄伊撐腰
空襲難撼現政權
美英法聯手攻擊敘利亞化武設
施，沒波及軍事基地，大馬士革居民事
後更上街示威，展現不怕外國勢力；總
統巴沙爾辦公室亦在twitter上載他如常
上班的影片。《華盛頓郵報》分析指
出，空襲無法撼動敘國總統巴沙爾的政
權，亦難阻止敘政府再動用化武。有華
府前官員認為，俄羅斯和伊朗才是左右
巴沙爾政府的關鍵。
美國前駐敘利亞大使克羅克表
示，美軍一年前也曾空襲敘利亞，仍
無法阻嚇巴沙爾使用化武，是因為有
俄羅斯和伊朗撐腰，故只有這兩國才
能牽制他。克羅克續指，伊朗曾於兩
伊戰爭中深受化武禍害，不會對敘國
化武攻擊坐視不理。美國和平研究所
學者雅各比安表示，俄羅斯無意在敘
利亞問題上與美國加劇衝突，可能會
約束巴沙爾使用化武。
大西洋理事會拉菲克哈里里中
東中心的研究員伊塔尼認為，巴沙爾

■敘利亞警察在杜馬高舉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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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已在內戰中勝出，故聯軍震懾
作用有限。敘利亞反對派則指出，聯
軍是在敘政府觸及化武這條底線才有
所行動，變相默許巴沙爾以非化武的
方式打壓反對派，讓他更肆無忌憚。
■《華盛頓郵報》/
德國之聲/路透社/美聯社

巴沙爾心情無損 續炸反對派

■化武儲存庫

德籲勿妖魔化俄
俄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表示，俄方會採取
一切行動改善與西方的關係。德國總統施泰
因邁爾警告不應“妖魔化”俄國，將所有俄
人都視為敵人，呼籲德國政界保持與俄方對
話渠道。俄媒指，總統普京 15 日致電伊朗
總統魯哈尼，表示空襲已損害政治手段解決
敘國問題的可能性，若再有軍事行動，將導
致國際關係陷入混亂。
■綜合外電

立場搖擺違
“美國優先”
特朗普得失支持者

西方聯軍僅對敘利亞作出有限 14 日表示考慮向敘國提供 S-300 地
度攻擊，總統巴沙爾 15 日接見俄羅 對空導彈防禦系統，但在 15 日的會
斯政界人士商談局勢，塔斯社報道， 面中並沒談及。
聯軍空襲未能阻止敘國繼續打
巴沙爾的態度很正面、心情良好。巴
沙爾形容聯合國安理會充斥西方國家 擊反對派，支持反對派的民間組織
的“謊言和假資訊”，批評西方的 “白頭盔”15 日表示，敘軍向大馬士
“侵略行為”，稱敘俄聯手不僅對抗 革鄰近的市鎮霍姆斯和哈馬發動 28
次空襲，目標包括民居。另外，敘利
恐怖主義，也保護國家主權。
巴沙爾讚揚俄方供給的軍備， 亞軍方 14 日宣佈，所有反對派撤離
稱敘國利用 1970 年代蘇聯時期的防 東古塔據點杜馬市，政府已全面收復
空系統，成功攔截美國導彈。俄方 該區。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