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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
!"

月
#

日批准

在土耳其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

防范可能来自邻国叙利亚的袭击$

北约强调#部署的!爱国者"导弹将只

用于防御# 绝不会用于支持建立禁飞区或

任何进攻性行动$

!!!!!!

北约外长声明说!北约接受土

耳其的请求 ! 决定在土耳其部署

"爱国者#导弹!以增强土耳其的防

空能力! 保护土耳其人民和领土$

北约对德国%西班牙和美国表示愿

向土耳其提供 &爱国者 #导弹表示

欢迎$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我们

向任何想袭击土耳其的人说! 想都

别想$#拉斯穆森希望&几周内#开始

部署$ 这些&爱国者#导弹将由北约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美国海军上将

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指挥$

拉斯穆森说! 这一决定展示了

北约的团结和北约保护土耳其的决

心$ 他说!这只是一个政治决定!北

约外长并没有讨论技术细节! 包括

要部署多少枚&爱国者#导弹!部署

地点和部署时间长短$

作为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上月

"!

日正式请求北约在土耳其靠近

叙利亚边境的地区部署 &爱国者#!

防御来自叙利亚携带化学弹头的导

弹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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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和土耳其声称!部署&爱国

者#导弹防御系统仅用于防御$拉斯

穆森说'&部署)爱国者*不会支持设

立禁飞区或任何进攻行动$ #

德国和荷兰预期向土耳其提供

几套由美国建造的最新
/.01$

型

&爱国者#导弹!美国可能运送几套

储备在欧洲的&爱国者#$

一个联合小组已经前往土耳其

考察部署地点$ 北约军事委员会将

根据报告决定在土耳其部署 &爱国

者#的具体细节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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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外长
!"

月
2

日与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希望打消俄罗

斯的疑虑$ 拉夫罗夫会后说!俄罗斯

没有反对在土耳其部署&爱国者#$俄

罗斯没有试图干涉土耳其防御的权

利!只是说&威胁不应该被夸大#$

拉夫罗夫表示!部署&爱国者#

导弹会带来额外风险$俄罗斯担心!

叙利亚冲突正在军事化$他说!叙利

亚不是利比亚! 俄罗斯反对军事介

入$ 俄罗斯认为北约部署&爱国者#

导弹是土叙边境地区过度军事化的

危险信号$

拉夫罗夫说! 叙利亚炮弹落入

土耳其境内属意外!叙利亚冲突&正

日益军事化#!更多武器出现在这一

地区只会加剧这一问题$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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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俄新网报

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表示 ! 俄罗斯理解土耳其对土叙

边境事件的关切 ! 但认为在那里

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解决不了问

题$

普京与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

伊普(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

会时说'&说到爱国者导弹系统!首

先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导弹系统!

其次我们理解土方对土叙边境事件

的关切$ 我们非常理解土耳其领导

人和土耳其人民的感受! 但呼吁土

耳其保持克制! 因为在边界部署额

外的武器装备非但不能解决问题!

相反会使局势加剧$ #

土耳其官方请求北约提供爱

国者导弹系统 $ 北约秘书长安诺

斯(福格(拉斯穆森表示!爱国者系

统是&全防御#系统!不会用于其他

目的$

谈到俄罗斯的立场!普京指出'

&我们不是叙利亚现有政权的捍卫

者$我多次说过!我们不是叙利亚现

任领导人的辩护律师! 我们关注的

是叙利亚的未来$ 我们不想重蹈不

久前的覆辙$ #俄罗斯领导人提醒!

西方国家曾如何积极支持叙利亚反

对派$普京说'&当时谁能想象!正是

获得西方支持的那些人会造成美国

大使遇袭的悲剧$ #

他还表示! 在做出任何举动之

前都要想想后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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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安卡拉
'(

月
)

日电 !记

者郑金发 李铭" 土耳其外交部
+

日

发表声明说! 土耳其欢迎北约决定在

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

&爱国者#反导系统!以防范可能来自

叙利亚的袭击$

声明说! 北约的这一决定确定了

北约成员国的团结和统一$&在决定的

框架内! 所有北约成员国表示其对北

约东南边境局势的严重关注! 决定阻

止向我们的国家构成威胁! 并捍卫我

们的国家$ #

北约外长
!"

月
+

日发表声明说!

北约接受土耳其的请求! 决定在土耳

其部署&爱国者#导弹!以增强土耳其

的防空能力!保护土耳其人民和领土$

北约对德国% 西班牙和美国表示愿向

土耳其提供&爱国者#导弹表示欢迎$

声明强调!部署的&爱国者#导弹将只

用于防御! 绝不会用于支持建立禁飞

区或任何进攻性行动$

当天! 北约外长在作出决定前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以期

打消俄罗斯的疑虑$ 但拉夫罗夫在会

后表示!部署&爱国者#导弹会带来额

外风险$俄罗斯担心!叙利亚冲突正在

军事化$ 他说!叙利亚不是利比亚!俄

罗斯反对军事介入! 主张通过政治和

外交途径!敦促冲突各方展开谈判!结

束流血冲突$

土耳其
**

月
!*

日正式要求北约

在其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

&爱国者#导弹$ 俄罗斯随后对此表示

反对!认为北约部署&爱国者#导弹是

土叙边境地区过度军事化的危险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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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鲁塞尔
'*

月
)

日电

!记者 张伟" 应土耳其要求! 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
!"

月
+

日批准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地带部

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此间安全

专家和媒体普遍认为!在现阶段!北约

此举主要用意在于保护土耳其安全!

并向叙利亚政府发出明确信号! 防止

叙国内冲突向周边国家扩散$

北约外长会发表声明说!部署&爱

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只用于防御!绝不

会用于支持建立禁飞区或任何进攻性

行动$ &爱国者#系统将由北约欧洲盟

军最高司令%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

塔夫里迪斯指挥$德国%荷兰和美国已

经表示愿向土耳其提供 &爱国者#导

弹! 但是还需征得各自国内立法机构

批准$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外长会后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部署 &爱国

者# 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展示了北约

的团结以及保护土耳其的决心$ 这只

是个政治决定! 北约外长并没有讨论

&爱国者#导弹部署数量%部署地点以

及部署时间等具体技术细节! 实际部

署工作将在&数周内#展开$

为打消俄罗斯对北约在土耳其境

内部署 &爱国者# 导弹防御系统的疑

虑! 北约方面在
+

日外长会举行前专

门就这一问题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

罗夫磋商$

然而! 俄罗斯方面所持立场较此

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拉夫罗夫表示!

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会带来额

外风险!俄方担心!叙利亚冲突正在军

事化$ 他说!叙利亚不是利比亚!俄方

反对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 主张通过

政治和外交途径! 敦促冲突各方展开

谈判!结束流血冲突$

有分析认为!北约部署&爱国者#

系统其目的可能并非&只用于#防御$

从作战角度说! 此举将使叙利亚战机

有所忌惮! 这实际上变相给予叙利亚

反对派以支持$毕竟!对缺少对空武器

的叙反对派来说! 政府军的空中力量

可以直接打击他们的软肋$

不过!智库&北约观察#负责人伊

恩(戴维斯对新华社记者说!北约部署

&爱国者#系统不太可能会对叙利亚冲

突和地区安全产生很大影响! 北约也

不太可能借此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

北约已在多个场合强调无意军事介入

叙利亚! 最主要原因是成员国认为军

事介入的后果难以预料$

智库&卡内基欧洲#专家马克(皮

耶里尼认为!北约在土耳其部署&爱国

者#系统完全是一种防御姿态!这与建

立禁飞区或安全区不同$现阶段!北约

不太可能派遣部队进入叙利亚! 而部

署 &爱国者# 系统符合西方国家的立

场$

也有分析认为! 美国总统选举尘

埃落定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

叙利亚问题上动作频频! 包括推动叙

反对派整合与重组! 承认反对派合法

性!谋求向反对派提供武器等!标志着

西方阵营开始调整对叙策略$ 北约决

定在土耳其部署&爱国者#系统也属这

一战略的组成部分! 其直接目的在于

增加控制叙利亚局势的军事能力!以

最终实现迫使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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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出席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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