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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巴格达迪？ 后 IS？

顾问： 巴格达迪据说已经被

消灭，特朗普将其视为战功一件，

但是， 美方并没有给出直接的证

据， 俄罗斯和伊朗对此或存疑或

不以为然， 就连联合国官员也认

为，这只是特朗普的一面之词。 从

各方描述的情节来看， 巴格达迪

究竟有没有死？

李伟： 美国提供的信息有矛

盾之处。特朗普声称，在围剿的过

程中，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等方

面都提供了帮助，但各方并没有就

此做出明确反应；美军抓捕巴格达

迪所在区域属于俄罗斯空军控制

的范围，但俄方声称并未发现美方

飞机进入，也未发现美方在伊德利

卜北部靠近土耳其5公里处有过

空中打击。但换个角度来看，如果

特朗普谎报或错报这一消息，对其

政治生涯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看来，姑且可以相信，巴格达

迪确已被逼自杀。

钮松：事实上，当年美军击毙

本·拉登并公开其遗体照片和海

葬视频之后，仍遭遇到源源不断

的质疑之声。巴格达迪是否死亡，

最好的证据就是他日后是否还能

继续就该组织的现状进行发声。

就该事件对美国反恐成果的阶段

性意义以及对特朗普备战新一轮

大选的意义而言，在巴格达迪死

亡问题上故意撒谎或者身份确认

错误的可能性较低。

顾问：我们对比当时本·拉登

被消灭并被海葬， 外界对拉登之

死没有疑议， 为什么对巴格达迪

的死讯不那么确定？

李伟： 特朗普对巴格达迪之

死的细节的公布可能包含真假信

息，这兴许就是他想要的效果。相

关的证据可能会被陆陆续续地放

出来，使外界对其关注的热度不

减，以此为特朗普明年的大选加

分。美国因前阵子在叙利亚撤军

背负了背弃盟友的臭名，拿巴格

达迪之死大做文章，特朗普可以

打个翻身仗。基于这些考虑，外界

才会对事件的真假众所纷纭。

钮松：从视觉上来看，拉登是

被美军击毙，其遗体相对完整，因

而国际受众容易相信其死讯。巴

格达迪的死亡方式则不同，按照

美国的说法，他是引爆而亡，尸体

荡然无存，这对于习惯于“眼见为

实”的传媒受众而言，大大增加了

其怀疑的力度。只有科技手段与

时间推移才能让国际社会普遍认

可这些恐怖头目的死讯。

顾问： 伊朗官员在社交媒体

上说 “巴格达迪被杀没什么大不

了，美国只是除掉了他们自己的产

物”。 如果这个臭名昭著的头目确

实已被铲除，对当前的反恐形势而

言，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吗？

李伟： 相比2014至2016年IS

猖獗期间，巴格达迪近来在该组

织内部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但

此人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目

标。如果被杀消息属实，可以称得

上是一个战术上的成果，但称不

上是战略上的成果。IS的兴起是

美国插手中东事务制造的乱局诞

生的产物，2003年伊拉克战争、

2011年叙利亚内战都和美国的干

涉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IS得以

蔓延与肆虐的根本因素。国际恐

怖主义绝不是一两个人能决定

的，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依然

存在，消灭巴格达迪同样不会对

IS造成致命打击。

范鸿达： 近几十年来世界已

经充分见证了美国等国家与中东

恐怖势力发展的紧密关系，中东内

外的某些国家如果不改变其相关

政策、中东内部尖锐矛盾如果得不

到解决，中东恐怖主义的烈度就不

会降低，这不是某个恐怖组织领导

人被打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钮松： 伊朗的话语是对美国

曾经与许多极端组织关系暧昧的

嘲讽，如“基地”及其领导人拉登

的崛起与美国有着莫大的关联，最

后，拉登死于美国之手。正因如此，

伊朗才会说美国无非是除掉了自

己的产物。但伊朗对巴格达迪之死

的轻描淡写改变不了该事件的重

要意义。IS的有形存在在叙利亚已

是穷途末路，此次美国出其不意的

军事行动对IS是进一步的重挫，对

叙利亚的反恐形势是一个重大的

利好，但也会引发该组织在全球范

围的恐怖反弹。

顾问： 随着叙利亚恢复领土

主权完整的前景越来越明朗 ，流

窜在叙境内的极端组织残余势力

逐渐被消灭殆尽，是否指日可待？

后巴格达迪能不能等同于后IS？

李伟 ：“后IS”、“后巴格达

迪”的说法不过是媒体对反恐形

势的一种阶段性表述，并不能准确

反映国际恐怖主义的现状。“后

IS”更多应以IS所控制的领土被

收复作为标志。巴格达迪此前已经

处于四处躲藏的状态，IS在伊拉克

和叙利亚的活动也已转入地下，在

不同地区发展人员发动恐怖袭击，

这是IS在“建国”之前的态势，也

是国际恐怖活动的常态。

范鸿达： 叙利亚领土主权的

完整恢复肯定对中东的反恐形势

有帮助，但是，土耳其出兵叙利亚

显然会影响到这一进程，至少减

弱了叙利亚政府打击恐怖势力的

能力。中东催生恐怖主义的因素

还在，因此，对于中东恐怖势力的

消亡还不能乐观。

钮松：近年来，美俄在伊拉克

与叙利亚边境地区协同打击IS，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成为打击叙

境内IS势力的中流砥柱。美军的

撤离计划导致库尔德武装与叙政

府迅速走近并达成妥协，双方在

消除境内的IS势力上目标一致。

叙境内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的消亡

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

顾问： 在最近这波叙利亚局

势演变中沦为“输家”的美国和库

尔德武装冷不丁祭出了这个大招，

能不能为美国在国际社会挽回一

点颜面，也为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

宪法委员会中争取到更多地位？

范鸿达： 如果特朗普想借助

“巴格达迪之死”来挽回颜面，我

想美国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因为

美国与中东一些恐怖势力的关系

太过微妙，国际社会对此心知肚

明。库尔德武装若想在叙利亚宪

法委员会中取得理想地位，他们

显然需要开展更多更重要的工

作，“巴格达迪之死”对其在国内

地位提升的帮助不大。

钮松： 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

亚宪法委员会的成立，旨在促进

叙利亚和平进程不断推进，特别

是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妥协，

叙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相对

平稳。库尔德武装是叙政府和反

对派之间相对中立的第三方，叙

政府对其本身就有拉拢的意愿。

在此次斩首行动中，美国号称得

到了包括叙利亚和库尔德武装在

内的支持，实际上是视叙利亚政

府为库尔德武装的“接盘者”，在

此情形下，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

宪法委员会及叙和平进程中的地

位会有所上升。

顾问： 让极端组织在叙利亚

无处可藏， 让叙利亚不再是孕育

极端势力的温床， 未来还有多少

路要走？

钮松： 极端组织在叙利亚的

泛滥，与新世纪以来阿富汗和伊

拉克的跨国恐怖联动与恐怖组织

的迁移有着巨大关联，也与“阿拉

伯之春”席卷之后叙利亚陷入的

具有浓烈代理人战争色彩的内战

与混乱有关。美俄大国博弈、地区

强国插手、教派纷争、族群对立，

在叙利亚共同滋生了极端主义和

暴力恐怖主义的温床。消灭IS头

目及该组织有形存在的残余势力

只是第一步，叙利亚和平进程及

国家重建不能一蹴而就。联合国

发挥主导作用，大国承担起责任，

叙内部各派更多选择对话而非对

抗的博弈路径，才能为叙利亚的

和平与重建提速。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巴格达迪死了，特朗普逢人就说，他死得像一条狗。对于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公敌，很少有人会争论他该不

该死，而是他究竟有没有死？

也许是因为这个继拉登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恐怖分子头目已经在媒体的报道中“死”过不下五次，也许是因

为美方既没有公布现场的照片或视频，也没有给出海葬的地点和时间，又或许是因为巴格达迪之死与特朗普的

撤军决定在国内外饱受批评的时间点未免太过巧合，总而言之，特朗普憋出的这一记大招尚未令美国政界及国

际社会对其心服口服。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IS真的被铲除殆尽了吗？后巴格达迪能不能等同于后 IS？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 李 伟

厦门大学教授、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范鸿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 松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9日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

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滥用

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敦促

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

对中国的蓄意抹黑和指责，为中国

企业在美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计划于11

月举行投票，决定是否将华为和中

兴公司定为国家安全风险，这意味

着他们可能将不会被列入美农村电

信运营商85亿美元政府基金的可采

购名单中。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耿爽说，中方已多次就这个问

题表明立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

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

有的罪名，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

中国企业。美方这种经济霸凌行径

是对美方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

原则的否定，也不会获得国际社会

的认同和支持。

耿爽说，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

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算，25%

的协会会员企业使用了华为或中兴

公司的设备，更换这些设备需要花

费8亿至10亿美元，一些美国农村地

区可能会立即失去基本通讯网络。

美方一些人鼓吹禁止本国农村电信

运营商从华为和中兴公司购买设备

或服务，损害的最终还是本国企业

和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不知道美方

对自己造成的这种风险怎么看待。

耿爽指出，绝大多数国家对

“棱镜门”事件、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的前车之鉴都还记忆犹新，到现在

为止，美方也没有向国际社会作出

清楚的解释。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的蓄意

抹黑和指责，停止对特定中国企业

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

经营活动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

环境，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互信与

合作的事情。”耿爽说。

据新华社报道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日前发布

报告显示，2019 年上半年中国吸引

外资 730 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第

二大外资流入国。

贸发会议 28 日发布的最新一

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

2019 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达 6400 亿美元，较 2018

年上半年处于非正常低位的全球

FDI 增长 24%。

具体来看，由于美国税改政策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逐步消

退，发达经济体今年上半年外资流

入比去年同期翻番，达 2690 亿美

元；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保

持相对稳定，达 3420 亿美元，占全

球 FDI 总额超过一半。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吸

引外资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4%，

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

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美

国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吸引外资 1430 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9 日就美

有关官员近日涉藏言行表示，中方

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

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印

度同达赖进行会见。布朗巴克称，美

支持西藏人民及达赖喇嘛，认为挑

选达赖喇嘛继任者不属于任何政府

或实体。布朗巴克还称西藏民众不

被允许在西藏自由信奉宗教。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十四世达赖是打着宗

教幌子在境外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

动的政治流亡者，中方坚决反对任

何外国官方人士同其进行任何形式

的接触。美官员有关言行违反美方

关于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

持“藏独”的承诺，中方对此表示坚

决反对。

耿爽说，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

特有的传承方式，有固定的宗教仪

轨和历史定制。中国政府实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颁布有《宗教事务

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

办法》等，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

一传承方式。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

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十四世达

赖本人就是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

制寻访认定，报请当时的中央政府

批准继位的。因此，包括达赖喇嘛在

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同达

赖集团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停止

发表不负责任言论，停止利用涉藏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促

进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

反。”他说。

坚决反对美方
无理打压中企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

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 ]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

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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