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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衝突不斷升溫，令中東
局勢驟然吃緊，也牽動着世界的
神經。以軍已連續一周對加沙城
狂轟濫炸，巴方傷亡人數不斷增
加。哈馬斯連續發射一千多枚火

箭進行還擊，雖未給以方造成大的人員傷亡
，但卻給以民眾帶來極大心理威懾。國際社
會的重量級人物一窩蜂似地趕到中東，或居
中斡旋者，或撐腰打氣，一度沉寂的中東，
立刻變成一座各方角力的大舞
台，有頭有臉的人都想有所建
樹，以在變幻莫測的國際關係
中確立自己的地位。

當前形勢的最大焦點是，
以色列是否會發動地面攻勢，強佔加沙。一
連數日的空襲行動已基本實現 「定點清除」
哈馬斯軍事設施的目的，以色列當前所考慮
的中心議題，就是要不要一鼓作氣，發動地
面戰，拿下加沙。國際社會外交努力的核心
也在於，勸說以方不要繼續擴大戰事，盡早
停火，避免中東陷入新一輪全面危機。

從邏輯上講，以色列方面有發動地面戰
的充分理由。與以勢不兩立的哈馬斯盤踞加
沙五年，已站穩了腳跟，來自伊朗、利比亞

等地的武器突破重重封鎖，流入該地區，令
哈馬斯的戰鬥力有所提高，對以構成極大威
脅。哈馬斯這顆 「毒瘤」 不除，以色列將永
無寧日。當前的中東局勢已今非昔比， 「阿
拉伯之春」 不僅沒有給以色列帶來安全的
「春天」 ，相反，由於伊斯蘭勢力的崛起，

把以推入更危險的境地，擔憂和焦慮與日俱
增。以方多次發出對伊朗、敘利亞的戰爭威
脅，並不惜與美撕破臉，拒絕接受其中東和

平方案，正是這種焦慮的體現。美國已作出
戰略重心東移的戰略決策，中東事務的分量
下降，若任由這一事態繼續發展，以可能不
得不獨自面對其無力應對的威脅。以需要用
戰場的衝突，使美國重新重視中東問題。在
軍事上，在 「防衛支柱」 行動剛開始，以國
防部就發出了動員令，以最短時間內徵召七
萬五千名後備役軍人，並把坦克、裝甲車集
結於加沙邊境，隨時準備發動地面攻勢。

以色列方面已為發動地面進攻作好了一
切準備，只要一聲令下，就可迅速出擊。而

從以巴雙方軍事力量對比看，地面戰的結果
不言而喻，以軍將很快推翻哈馬斯，控制加
沙局勢。

但地面進攻不同於以方佔絕對優勢的空
中打擊，一旦衝突雙方短兵相接，大量人員
傷亡將不可避免，實際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以方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呼籲，執意擴大戰
事，將把自己推向世界輿論的對立面，可能
會引發大規模反以浪潮，以色列將陷入空前

孤立。更重要的是，在當前伊
斯蘭勢力迅速崛起的背景下，
以軍的地面進攻可能會引發大
規模地區衝突，爆發第六次中
東戰爭並非危言聳聽。內塔尼

亞胡恐怕很難獨自承擔這一系列災難性後
果。

平息此次以巴衝突，關鍵角色在美國和
埃及。美國現在的確不願打仗，
也不願讓中東問題干擾其戰略調
整。埃及穆兄會雖與哈馬斯同宗
同源，但也不想完全站在巴一方
，仍貌似公正居中調解。以方是
否展開地面戰，受制於諸多因素
，並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

以色列會發動地面戰嗎？

【本報訊】據美
聯社 20 日消息：2008

年冬天，以色列入侵加沙
。加沙人從此吸取教訓，懂得睡

覺時必須遠離窗邊，懂得要貯存食物
，懂得要把汽車駛離街道。這一回，
有些人又懂得必須 「換屋」，因為以
色列增加了對哈馬斯活躍分子的住所
的襲擊，這使得加沙城中的每一座房
屋都成了以軍目標。

加沙城主婦阿瑪勒．盧巴德就住
在星期日一幢被空襲夷平的房子對面
。空襲導致達盧一家9口死亡，包括一
名加沙警察。阿瑪勒家的窗子也被炸
毀。39歲的阿瑪勒、她丈夫和8個孩子
，一夜不安。他們睡在屋子裡最遠離
達盧家的房間的地板上，但沒有進一
步的空襲。

奧拉．哈尼是一位有4個孩子的母
親，現年 31 歲。她說，自四年前的加
沙戰爭以來，她都在屋子裡儲備足夠
用一星期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說：
「即使在正常日子，我也不敢碰這些

儲備物資，除非我是用新物資來取代
舊物資。」她的儲備物資，包括罐頭
食品、扁豆、大米、奶粉、兩台小型
收音機和一些蠟燭。

即便如此，加沙地帶的民眾在連
日不斷的炮彈聲中，惶惶不可終日。
19 日隨着夜幕降臨，加沙城街道空無
一人，寂靜無聲，除了從頭頂飛過的
無人機和偶爾發射出去或落下來的導
彈的聲音。在一條街道上，有一座兩
層樓的建築物被炸毀，2 名分別為 2 歲
和4歲的小孩和他們的家人居住在那裡
。他們的阿姨對CNN電視說： 「小孩
跟他們父親睡在一起，在那裡，突然
房子倒塌。他們的哥哥跑來找他們，
他發現他們被壓在這大石下。」他們
被壓死了。

【本報訊】據
美聯社20日消息：

美國駐以色列特拉維
夫大使館一名衛兵 20

日遇襲受傷，一名以籍男
子手持斧頭和刀具施襲被

其他衛兵開槍打傷並逮捕。
以色列警方女發言人薩姆利稱，

40多歲的犯罪嫌疑人於當地時間
20日上午11點走到美國大使館大
門前，他手執刀具與斧頭襲擊了一名

衛兵。這名衛兵腿部受了傷，其他衛兵

隨後向男子開槍
還擊，並將其逮捕。

目前，行兇男子
身份及行兇動機還不
清楚。美國CNN電視台
日前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
顯示，大部分美國人在巴以
衝突問題上站在以色列一邊，
認為空襲加沙是有理由的。

57%的美國人支持以色列的軍
事行動，只有25%的受訪者認為空
襲加沙是沒有道理的。

美駐以使館衛兵遇襲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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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及
美國《赫芬頓郵報》19日報
道：以色列19日第6天向加
沙地帶動突襲，在向一個媒
體中心發動的導彈攻擊中殺
死了一名資深武裝分子，令
自從以色列的空襲14日開始
以來死亡的巴勒斯坦人達到
100人。

哈馬斯在向記者發出的
短訊中說，19日，以色列向
加沙城一幢高樓大廈發動空
襲，殺死了該組織下屬武裝
派別 「聖城旅」 的一名高層
人物哈爾卜。多個外國及本
地新聞機構都在該幢大樓設
有辦事處，而該幢大樓18日
也曾經遭到攻擊，目前已經
造成6名新聞工作者受傷。

無國界新聞強烈譴責這
次襲擊，而以色列稱，他們

是瞄準了哈馬斯設置在該大
樓屋頂的通訊設備。以方發
言人馬克．雷格夫在接受半
島電視台採訪時說： 「我們
並不針對記者，我們的目標
是哈馬斯。」 但這一說法遭
到該電視台主播喬丹的反駁
，他說： 「火箭不會在到達
屋頂時就停止。你們的情報
顯示大樓內到處都是記者。
」 他說： 「那些記者的工作
是將新聞帶出加沙……你們
明顯就是針對媒體。你們朝
信使開槍。」

半島電視台英文台亦報
道了19日發生的這次衝突，
指出該幢大樓有很多新聞機
構，包括英國的天空新聞台
、沙特阿拉伯擁有的阿拉伯
電視台，還有隸屬哈馬斯的
廣播機構阿克薩電視台。

以空襲媒體中心 被指針對記者

以擱置地面戰以擱置地面戰2424小時小時 希拉里急赴中東希拉里急赴中東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及美國CNN網站20

日報道：20日，以色列對加沙發動的 「防務之柱」 軍事
行動，已經進入第七天。埃及總統穆爾西20日稱巴勒斯
坦與以色列之間的停火協定將在幾個小時內達成，而哈
馬斯稍後也做出同樣表示。與此同時，國際社會進一步
施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匆匆趕赴中東斡旋，呼籲雙方
立即停火。

周二，隨着空襲警報的拉響
，耶路撒冷傳來一陣巨大的爆炸
聲，以色列警方稱，哈馬斯的火
箭在古什埃齊翁附近的一處空地
墜毀，並未造成人員傷亡。哈馬
斯的武裝分支 「卡桑旅」其後稱
，他們向耶路撒冷發射了一枚
「M75」火箭。以色列隨即向加

沙發動新一輪襲擊回敬，造成 6
人死亡。與此同時，以軍用直升機
向加沙民眾散發宣傳單，要求他
們「立即」往加沙城中心疏散。

19 日夜，以軍針對加沙約
100 處地點發動攻擊，包括彈藥
儲存處和伊斯蘭國民銀行總部。
而哈馬斯也向以色列南部城市貝
爾謝巴發射了 16 枚導彈。在一
周的交火中，已有約 110 名巴勒
斯坦人死亡，包括 27 名兒童。
而加沙的導彈至今則造成 3 名以
色列人死亡。

美艦地中海待命撤僑
在埃及，總統穆爾西說：

「以色列攻擊加沙的鬧劇今天會
停止，周二，巴勒斯坦與以色列
之間的停火談判，將在幾個小時
內達到正面的結果。」由埃及外
長率領的一個有 9 名成員的阿拉
伯國家部長代表團，已於同日抵
達加沙，進一步表明阿拉伯國家
正在加強聲援巴勒斯坦人。聯合
國秘書長潘基文也呼籲加沙立即
停火，並說如果以色列在加沙發
動地面進攻，將是 「危險的升級
」，必須避免。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 19 日深
夜與埃及總統穆爾西及以色列總
理內塔尼亞胡通了電話後，決定
派希拉里前往中東地區訪問。白
宮說，希拉里將在耶路撒冷、拉
姆安拉和開羅舉行會談，以嘗試
平息這場衝突。預期希拉里將於
星期三會晤內塔尼亞胡。

美國官員稱，三艘美國海軍

戰艦 「硫磺島」號兩棲攻擊艦、
「紐約」號兩棲登陸艦、 「港斯

頓．霍爾」號軍艦，正部署到地中
海東部隨時待命，以便在必要時
刻協助從以色列撤走美國公民。

俄指美阻撓安理會聲明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閉門磋商

以巴最新衝突，但仍未能通過聲
明，俄羅斯周一暗示，是美國政
府阻撓譴責以色列的聲明通過。
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說，如果安
理會 20 日不通過要求立刻停火
的聲明，俄羅斯會提出正式的決
議草案，要求以巴停火，停止暴力
衝突，以及促請以巴恢復和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20 日對
此表示，中方支持阿拉伯國家和
阿盟為緩和當前緊張局勢所做的
努力，強烈敦促有關各方特別是
以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實
現停火，並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導
致局勢進一步升級的行動。

以軍做好地面戰準備
在距離以色列大選尚有兩個

月之際，內塔尼亞胡及其內閣高
級成員周一晚上至周二凌晨開會
決定，同意至少 24 小時內不對
加沙發動地面軍事行動。內塔尼
亞胡周二在耶路撒冷會見德國外
長韋斯特韋勒時表示： 「我更願
意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以色列有
充分手段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
將不會猶豫去行使這些權利。」

一名以色列官員表示： 「地
面進攻加沙地帶的想法暫時擱置
。但以軍已做好地面行動的準備
，只要一聲令下便可第一時間進
入加沙。」現在，以軍在加沙邊
境一帶集結，野戰軍營裡出現大
批坦克、大炮和步兵。雖然有
84%的以色列人支持當前對加沙
的襲擊，但是只有30%支持地面
入侵。

◀◀ 2020 日在菲律賓馬日在菲律賓馬
尼拉，穆斯林示威者尼拉，穆斯林示威者
燃燒以色列國旗抗議燃燒以色列國旗抗議

路透社路透社

▲加沙地帶南部遭遇以軍空▲加沙地帶南部遭遇以軍空
襲後冒出滾滾濃煙襲後冒出滾滾濃煙

美聯社美聯社

◀◀ 1919 日，加日，加
沙城一個媒體沙城一個媒體
中心遭以軍襲中心遭以軍襲
擊，民眾疏散擊，民眾疏散
一名傷者一名傷者

路透社路透社

▼▼2020日在以巴邊境，一架以色列坦克正待命日在以巴邊境，一架以色列坦克正待命 美聯社美聯社

▲▲2020日在加沙北部，幾名巴勒斯坦日在加沙北部，幾名巴勒斯坦
兒童在觀看遇難者的葬禮兒童在觀看遇難者的葬禮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1818日日
抵達泰國廊曼機場抵達泰國廊曼機場

路透社路透社

加沙加沙停火在即停火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