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0月16日，
在叙利亚边境
城镇艾因阿拉
伯，民众乘车逃
离战火。土叙边境局势得到缓解

经过6个多小时的漫长会谈，埃尔多安宣称
与普京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普京则表示双方
作出了重要、甚至堪称攸关叙利亚命运的决定。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大量难民涌入
土耳其，令土政府头痛不已。土耳其本月初
在叙北部开展“和平之泉”军事行动，意在通
过军事行动清除土叙边境叙利亚一侧的库
尔德武装，并设立“安全区”，以安置土耳其
境内叙利亚难民。

根据此次土俄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俄罗
斯将协助土耳其建立“安全区”。自本月23日
12时起，俄军事警察和叙边防人员将进入土
叙边界叙利亚一侧土耳其开展“和平之泉”
军事行动以外的区域，以协助库尔德武装人
员和装备在150小时内撤至土叙边界以南30
公里外地区。之后，土俄军队将在“和平之
泉”行动区域东西侧10公里内不包括卡米什
利的区域进行联合巡逻。

此前， 土耳其和美国曾于17日达成协
议，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将暂停
120小时，美方同意土耳其设立“安全区”。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土俄达成的协议可
以视为土美协议的延续， 甚至是升级版。土
俄协议较土美协议对土耳其更为有利，赋予
其更多的权限和空间。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菲京
说，土耳其与美国的协议期限临近结束，立刻又
通过新的协议得以延续， 不过此次土耳其是与
俄罗斯进行协商。俄土达成的协议表明，土耳其
在叙北部的军事行动不会在近期内重启。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
认为，土耳其先后与美国、俄罗斯就设立“安全
区”等问题达成协议，首先是土耳其政府的外交
胜利， 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其次，土美俄三方暂时达成默契和平衡，叙
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进一步强化。

俄罗斯影响力逐渐显现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近来美国在中东盟
友中的声誉下降以及美国从叙利亚北部撤
军，俄罗斯抓住机会在叙利亚问题以及其他

中东事务上争取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
安卡拉政策中心负责人坎波拉特认为，

美军撤出叙利亚北部后，俄罗斯接替美国成
为这一地区的“警察”。“安全区”内库尔德武
装的撤出、 叙利亚边防军的进驻等工作，都
将由俄罗斯负责协调。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索特尼科夫说，美国撤出叙
利亚的确对俄方有利。此外，从普京日前访
问沙特和阿联酋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在叙利
亚问题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权威显著提升。

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
会主席斯卢茨基说，此次俄土会谈结果将成
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俄罗斯再次证明
其在解决复杂地区和国际问题中发挥关键
调解方的作用。

“安全区”未必带来安全

埃尔多安22日表示， 根据土国防部情
报， 大约700至800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已经

离开商定的撤退区域， 另有1200至1300人
在撤退过程中。

专家认为，土耳其向设立“安全区”的目
标迈出了一步，但距离成功还很遥远。不仅
库尔德武装人员还未完全撤出，而且“安全
区”范围内存在多股势力，平衡各方利益需
要更多磋商和谈判，将上百万叙利亚难民安
置在“安全区”更是任重道远。

普京当天还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进行
了电话交谈， 向其通报俄土达成的协议。据
俄媒报道， 巴沙尔表示支持俄土作出的决
定，并称叙利亚边防军愿与俄军警共同展开
工作。巴沙尔同时强调反对任何占领叙利亚
领土的行径。普京则表示，主要任务是恢复
叙利亚的领土完整。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大国之间暂时达成
了某种平衡，但随着进驻叙利亚北部的势力
越来越多， 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仍不乐观。
孙德刚认为，“安全区”成为各种外部势力的
缓冲区，难以带来持久和平，甚至可能产生
新的冲突。 （新华社安卡拉10月23日电）

� � � �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2日应俄罗斯总统普京
邀请访俄，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土耳其基本实现了
在土叙边界划设“安全区”的目的，而俄罗斯也就此
确立了土叙争端中“调解人”和“监督者”的地位。

在此之前，普京还访问沙特、阿联酋这两个
中东地区的美国老牌盟友国家， 并受到高规格
接待。一套外交组合拳里，普京的中东外交显现
出令人瞩目的“巧实力”。

自1999年开启首个总统任期以来，普京始终
积极参与中东棋局博弈———与传统盟友叙利亚
保持密切关系，当伊朗和美国对抗不休时，俄伊
的军事、经济和能源纽带越系越紧。同时，俄罗斯
和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关系紧密
的地区大国也持续开展经贸合作。

最近4年来，以叙利亚为基点，普京在中东地区
穿针引线、合纵连横，帮助稳定叙利亚局势，着力交
好土耳其，构建俄土伊大三角关系，密切与以色列
的经济外交联系，协调解决卡塔尔断交危机……

与美国在中东的做法不同， 俄罗斯不靠武
力侵占，也不拿资金要挟，而是通过对各方关系
平衡的把握， 通过对外交传统资源的利用和巧
妙的战略布局， 逐渐成为可与中东地区各方对
话的国家。 在中东地区大国对于地区格局重塑
的掌控意愿和能力逐步增加的情况下， 俄罗斯
成为可以斡旋地区内各方的“中间人”———这是
一个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心仪的角色。

近年来，美国由于多种原因在中东地区呈
现收缩态势。日前，美国从叙北部撤军、抛弃多
年盟友库尔德武装……美国的种种出尔反尔、
一意孤行的做派更是招致广泛批评。

中东地区的“俄进美退”让一些西方媒体发出
“醋意”满满的评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普京
在中东庆祝胜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调侃：
美军既要为美国打仗，还要“为俄罗斯打仗”……

美国媒体的言论折射出，俄罗斯一次次打
破西方阵容营造的孤立假象， 在关键地区发挥
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对某些国家来说，与其酸溜
溜地对别的国家评头论足，不如深刻反思一下，
自己惯于挥舞制裁大棒、 以孤立施压的外交手
段为什么会落得个招人嫌、被人怨的尴尬结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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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俄敲定“安全区”遂了谁的愿 普京中东外交
玩转“巧实力”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10月22日，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队107名考察队员搭
乘“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从上海出发，奔赴南极大陆。
这次，“雪龙”号有了一个新伙伴———我国首艘自主建造极
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15日从深圳出发首航南极。

从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至今，35年来， 一代又一代
中国考察队员奔向最远的南方，从“为人类和平利用南
极做出贡献”到“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从“向
阳红10”号科考船首航南极到“雪龙”号和“雪龙2”号破
冰船“双龙探极”；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洲上空飘扬
到考察站建立在南极冰盖之巅……中国进入极地考察
大国行列，并向强国迈进。

遥远的存在：
一座座考察站在南极建成

1984年12月30日， 是中国南极考察史上的一个重
要日子。这一天，中国首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洲的
大地。

“队员们欢呼着、歌唱着，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
达。几代人的梦想在这一刻变为了现实，怎能不让人心
潮澎湃、激动万分！”首次南极考察队队长郭琨回忆说。

一个多月后，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位于西南
极洲南极圈外的长城站顺利建成，揭开了我国建设南极
考察站的序幕；1989年2月， 在东南极洲拉斯曼丘陵上，
南极圈内建起首个中国的考察站———中山站。

“选择在中山站建站，除了因为能在这里开展多学
科的南极考察和研究之外，还能由此进入广袤的南极内
陆。”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为稼说。

2009年，中国第25次南极考察队在冰穹A地区建成
我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实现了我国南极
科学考察由南极大陆边缘向内陆的战略跨越。

5年后，位于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的泰山站竣工，魏
福海出任泰山站首任站长。

“建长城站时，队员们在风雪交加中跳入寒冷刺骨
的海水里搭建登陆码头，这一感人画面深深印在我脑海
里。”已是第36次南极考察队副领队的魏福海说，南极前
辈的感人故事，激励着年青一代不畏艰险、继续前进。

如今，我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罗斯海新站正在
建设之中。

艰难的旅程：
“海陆空”装备科学考察

“14年前，冰盖队成功登顶冰穹A，国歌在冰盖之巅
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刻，挑战极限的激情，梦
想成真的兴奋，至今让人心潮澎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副主任孙波说。

参加过首次南极考察且还在远征南极的队员、“老南
极”吴林告诉记者，因为南极考察充满危险，首次南极考察
出发前， 队里曾特意准备了15个专门装遗体的黑色拉链
袋，“我和队友将它们扛上了船。 我将身上仅有的500元钱
交给了热恋中的女友，悄悄签下了‘生死书’。”

首次南极考察时，“向阳红10”号科考船第一次穿越
“魔鬼西风带”，与狂风巨浪搏斗七昼夜，让吴林知道了
什么叫“惊涛骇浪”。

第5次南极考察队首次前往东南极洲建设中山站
时，“极地” 号抗冰船上的考察队员同样经历了九死一
生：进入“魔鬼西风带”时，大浪滔天，万吨巨轮似一叶小
舟，被海浪抛上抛下；在南极冰区航行时，抗冰船被冰撞
出漏洞，随后又因达克尔冰川发生特大冰崩而受困。

1994年，“雪龙” 号破冰船开始承担极地考察重任，
至今已完成22次南极考察任务。其中，第30次南极考察
途中，“雪龙”号成功营救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上
被困的52名乘客，出色完成国际救援任务。

“南极考察现在有‘海陆空’全方位提供助力，不仅
有极地考察破冰船和内陆车队，同时购置了固定翼飞机

‘雪鹰601’号。”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说。

惊喜的发现：
科学研究结硕果

“回首35次南极考察，登上南极洲，登顶冰穹A，能力建
设不断增强，我国南极事业已进入立体考察时代。在南极
地区系统开展多学科考察和研究， 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
果。”杨惠根说。

“到第一线承担任务，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做别人没
做过的事，是我在从事南极冰川学研究时的信念。”有着
10次南极考察经历的孙波谈及首次登顶冰穹A时说。

正是通过冰雷达对冰盖结构的精细探测，揭示出南
极冰盖的起源与演化的过程，孙波发现了冰穹A是南极
冰盖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在国际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
了研究成果。

就南极陆基研究而言，35年来， 我国开展了一大批
涉及国际南极科学研究前沿的项目，并取得令人瞩目的
进展。秦大河横穿南极的雪冰环境研究、普里兹-格罗夫
大地构造演化研究、南极陨石回收与研究等，均获得了
国际一流的科学成果。

南大洋研究同样在一些领域迈入了国际前沿，如南
极大磷虾基础生物学研究方面，解决了困惑国际学术界
多年的大磷虾年龄判断指标问题；普利兹湾及其以北洋
区的水团与环流研究，为国际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我国极地科学基础研究已确定极地冰盖不稳
定性和海平面变化、 南大洋环流变化及其全球效应等6
大优先领域。人们期待，随着“双龙探极”的展开，我国科
学家在这些领域的创新研究取得新突破， 为认识南极、
保护南极、利用南极做出新贡献。

（新华社“雪龙2”号10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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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月22日，“雪龙2”号航
行在太平洋上。 本版图片均
为新华社发

新华时评

� � �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22日在俄西南部城市索
契举行会谈并就叙利亚北部局势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就在土叙边
界设立“安全区”达成共识，俄罗斯
将协助库尔德武装在规定时间内
撤出这一区域。

分析人士指出，土耳其向设立
“安全区”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而俄罗斯也进一步提升了在叙利
亚等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土俄敲
定“安全区”有利于叙利亚北部紧
张局势得到缓和，但叙利亚实现持
久和平的愿望，仍很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