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也门政府请求， 沙特阿拉伯等国于
当地时间26日凌晨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地什
叶派胡塞武装控制的目标发动空袭。 后者
则警告说， 阿拉伯国家军事介入也门局势
恐将使整个地区陷入全面战争。

也门恐陷全面战争
也门外长里亚德·亚辛25日在埃及

沙姆沙伊赫出席阿盟首脑会议预备会期
间呼吁阿拉伯国家对也门实施紧急军事
干预。数小时后，沙特率先对也门境内胡
塞武装发动打击。据不完全统计，这次空
袭造成25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

除沙特外，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
特等海合会成员国以及埃及、约旦、苏丹、
摩洛哥、 巴基斯坦等国已经或准备参加对
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针对多国对也门局势的军事干预，胡
塞武装方面26日警告说， 沙特等国此举将
把整个地区拖入一场全面战争。 胡塞武装
组织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天接
受记者采访时警告说：“沙特的入侵是向也
门人宣战，我们会进行反击。”

胡塞武装长期盘踞在也门北部萨达

省，2010年与也门政府签署停火协议，结
束与政府军长达6年的武装冲突。 去年9
月，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今年1月，胡
塞武装与也门总统卫队发生冲突并占领
总统府，之后软禁总统哈迪。2月21日，哈
迪逃离萨那， 前往南部重镇亚丁并在亚
丁恢复行使总统职权。

随着也门总统公开求援、 沙特阿拉伯
等国越境空袭胡塞武装目标， 外国势力正
式干预也门乱局。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作
为美国在中东重要盟友的沙特带头发动空
袭，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及沙特等海湾
国家对也门局势“失控”的担忧，也宣告美
国全球反恐的这一重要前线遭重创。

拖累美国反恐战争
2011年西亚北非发生严重政治动

荡，也门卷入其中。2012年，在美国斡旋
下，各方达成一项让时任总统阿里·阿卜
杜拉·萨利赫去职的权力过渡协议，美国
支持的现任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
迪上台， 此后致力于和也门当局加强反
恐合作， 以打击被美国视作最危险恐怖
组织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

不过， 也门国内持续数年的和谈没
能扭转局势恶化。 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去
年9月控制首都萨那， 后来软禁总统哈
迪。在哈迪逃脱后，近日又发动攻势，向
哈迪行使职权的第二大城市亚丁挺进。

事实上，胡塞武装视“基地”组织阿拉伯
半岛分支为敌，但同样反美，这也让美国无
法在胡塞武装与“基地”组织的纷争中获益。
美国官员承认，眼下的乱局反而给了“基地”
组织更多喘息空间，美国打击“基地”组织阿
拉伯半岛分支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

牵动中东教派纷争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除影响美国全球

反恐策略外，也门乱局可能对已经饱受教派
纷争冲击的中东地区局势带来变数。

路透社报道，什叶派的胡塞武装被广泛
认为与伊朗有关联，美国政府曾公开指认伊
朗方面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等支持。

与此同时， 作为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对
手，逊尼派势力主导的沙特对胡塞武装势力
的扩张深感忧虑，25日早些时候就在沙特与
也门边境地区集结武装力量，防御可能的威
胁。沙特晚些时候宣布发动越境空袭，加剧

了一些分析师对也门乱局演化成一场教派
“代理人战争”的担忧。

“这就是一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
的冲突， 也是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冲突，”
也门问题专家、 美国俄亥俄北部大学法
学院教授迈克尔·刘易斯说。

油价走势再添变数
因作为原油出口大国的沙特已经出

手干预也门局势， 也门冲突对油价的影
响也成为原油市场关注点之一。

三菱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公司高级
投资分析师藤东典广（音译）认为，沙特
单方面军事干预确实“不寻常”，但对原
油期货价格的影响有限。

“不过， 人们担心的是， 这正可能成
为一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代理人战
争，” 藤东说， “眼下， 伊朗方面的反应是
关注点。 我希望伊朗不要过度反应。 如果
代理人战争成为现实， 冲突将蔓延整个中
东地区， 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受沙特越境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消息
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日上涨1%左右。

（综合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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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反恐重要前线遭重创

据新华社巴黎3月26日电 法国马赛检察官罗比内26日
说，德国之翼客机坠毁时，副驾驶员单独呆在驾驶舱里，并且
拒绝给机长开门。这名副驾驶员“显然有摧毁飞机的意图”，但
是目前并不能认为客机坠毁事件属于恐怖主义袭击。

负责调查德国之翼客机坠毁事件的罗比内在马赛机场举
行的记者会上说，副驾驶员名叫安德烈亚斯·卢比茨，德国国
籍，今年28岁，是他独自启动了客机的降落程序。罗比内说，当
时卢比茨具有驾驶飞机的能力。

罗比内说，根据客机驾驶舱语音记录仪的录音资料，听到
机长要求卢比茨驾驶飞机，然后人们听到一个座椅往后移动，
一扇门被打开，“可以认为机长出去上厕所了”。

罗比内说，坠毁时机长还不在驾驶舱内。据客机驾驶舱语
音记录仪录音资料判断，卢比茨呼吸正常，一直到飞机坠毁。

罗比内说，卢比茨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机长回到驾驶舱。机
长离开驾驶舱后，卢比茨一直没有发声，也故意没有回答飞行
控制中心的呼叫。

法国媒体分析说，可以认为卢比茨有自杀企图，故意让飞
机撞山。

另据德国媒体报道， 卢比茨2013年9月加入德国之翼航
空公司，有630小时飞行经验。媒体援引卢比茨在飞行员俱乐
部同伴的话报道说， 他是一名有激情的飞行员， 成为空客
A320飞行员是他的梦想。

海湾多国空袭也门

●德国航班失事后续

失事客机副驾驶
“显然有摧毁飞机意图”

这张2013年9月25日拍摄的照片显示的是，两名驾驶员在
起飞前坐在一架A320客机的驾驶舱内。 新华社发

3月26日，在也门首都萨那，一名男子蹲在空袭后的废墟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