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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越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難得逞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蘇曉暉

11月21日，菲律賓外交部宣布，
菲方計劃於 12 月 12 日主辦由菲律賓、越

南、文萊、馬來西亞四個南海聲索國參加的
「南海四國會議」。儘管菲律賓和越南極力推

動會議舉行，但馬來西亞和文萊兩國政府告知東
道國菲律賓將缺席會議。菲律賓外交部隨後宣布
， 「由於日程安排上的問題」取消了會議。

此次菲越試圖拼湊 「四國南海磋商」並非偶
然之舉，兩國一直是爭奪南海主權的 「急先鋒」
，致力於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但事實上，不但
東盟內部的非聲索國避免在南海問題上 「站隊」
，即使是身為聲索國的馬來西亞和文萊，對南海
問題的態度也較為謹慎。因此，菲越構建針對中
國的聲索國同盟的企圖並不可能輕易實現。

不擇手段促南海問題多邊化
2012年以來，菲律賓和越南除採取島嶼和海

域「更名」、國內立法等各種方式試探中國底線外
，更變本加厲地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

菲律賓拉域外勢力介入以獲取安全支持的力
度明顯加大。黃岩島事件發生後，菲總統高調訪

美。兩國總統會談後，白宮發表聲明稱，美將通
過增加聯合軍演、訓練項目等方式幫助菲提升軍
力水平，建立 「最低限度的可靠防禦能力」。美
菲還舉行了外長和防長 「2+2」會談。雙方表示
將合作開展菲海上安全能力建設。菲外長還聲稱
，根據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如 「西菲律賓海」遭
到攻擊，美有義務提供協防。

南海問題東盟化的趨勢尤為明顯。菲越要求
東盟國家 「劃線站隊」。因菲律賓刻意要將黃岩
島事件寫進公報而引發爭議，致使東盟外長會議
有史以來首次未能發表《聯合公報》。在菲、越
推動下，部分東盟國家對南海問題關注度提升。
在7月的東盟外長會議期間，部分東盟國家建議
啟動商談，推動制定 「南海各方行為準則」。9
月，印尼在第67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向參會的東
盟各國傳閱 「南海行為準則」草案。在11月舉行
的東盟和東亞系列峰會期間，南海問題再次成為
焦點議題。東盟秘書長素林稱，東盟一致希望與
中國進行關於南海行為準則的正式談判。

此次，菲律賓和越南推動與中國存在南海領
土主權爭議的四個東盟國家召開高級別工作磋商

的主要目的是，推動四國在與中國的談判中採取
一致行動。這是菲越兩國在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
問題上的又一次嘗試。

菲越企圖難以得逞
菲律賓外交部宣布取消會議時表示，只能在

未來再促成 「四國會議」。但輿論普遍認為，此
次菲越打造 「四國磋商」的圖謀已經破產。事實
證明，菲越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並不能心想事成
」。

即使菲越極力推動，中國與兩國之間關於南
海主權的爭議也不會變成中國與東盟間的問題。
從根本看，南海問題國際化不符合中國和東盟兩
方的利益。

東盟一直避免在南海問題上 「劃線站隊」，
其背後是東盟與中國相互依賴的不斷加深。目前
，中國是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東盟是中國第三
大貿易夥伴。東盟需要中國支持其在地區合作中
發揮主導作用、建設 「東盟共同體」以及推動
RCEP建設。

另外，以相互尊重、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

適度為主要內容的 「東盟方式」是東盟自身團結
的保障，也是中國─東盟關係乃至東亞合作持續
發展的基礎。因此，東盟不會在南海問題上無條
件支持菲越的無理行動，包括召開四國會議這種
「小動作」。即使是身為聲索國的馬來西亞和文

萊，態度也較為謹慎。
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

是明確而一貫的。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不會輕
易退讓。南海問題關乎地區穩定和發展，中國重
視南海和平穩定以及航行自由和安全。中國堅持
通過當事國之間進行直接友好協商談判的方式解
決南海問題，也希望域外國家尊重當事國的努
力。

10年前，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簽署了《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其中明確寫入有關爭議 「由直接
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
式解決」。菲律賓和越南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
的行為明顯違背了這一準則。因此，菲越應回
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增進互信，促進合作
，避免爭議擴大化、複雜化。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及中央社 12 日報道
：一名槍手 11 日在美國俄勒岡州的一家商場中
開火，導致至少兩人死亡，一名女性重傷。此時
正值聖誕購物季，現場購物者十分恐懼，隨後這
名槍手飲彈自盡。

槍擊案發生在波特蘭郊區的克拉克莫斯商場
，事發後現場漫布恐慌情緒，成千上萬的購物者
爭相逃離現場。警察和反恐特警隨後包圍了現場
，在搜尋槍手的同時開始疏散商場內的人員。商
場內的監控錄像顯示，人們雙手抱頭朝着出口跑
去。

克拉克莫斯縣長羅伯茨說，警方在FBI探員
以及其他部門專員的協助下，11 日晚上還在商
場尋找證據。

羅伯茨說，這名 「獨狼」槍手死於自殺，現
場的執法人員在商場內沒有開槍。他們隨後發現
了槍手的武器。有消息稱，槍手使用的是半自動

的步槍，可能還穿着防彈衣，但是警方沒有證實
這點。

羅伯茨說： 「商場本來是我們和家庭成員共
同遊玩的地方，但是這名槍手奪去了兩人的生命
，還有一名年輕的女士正在醫院中苦苦掙扎。」
這名受傷的女士用直升機送往醫院，醫院的一名
發言人稱她的情況非常嚴重。

現場照片獲美媒大量轉載
警察撤離了受驚的購物者，據當地媒體以及

社交網站推特稱，當槍聲響徹商場的時候，有部
分購物者躲在了商舖的房間裡。

事發當時正好帶着女兒逛街的一名婦人表示
，聽到槍響之後，玩具店店員協助她與女兒迅速
入內避難，等待警員抵達的期間，還提供飲料與
零食，並協助安撫她女兒的情緒， 「真的非常謝
謝他們」。

但商場中一名裝扮成聖誕老人的人說，他聽
見了 15 聲槍聲，然後意識到有槍手闖了進來。
他說： 「所以我馬上趴在地上，我的同事肯定跑
掉了，因為等我起來的時候現場只有我一個人。」

14 歲的高中生巴格說，在槍手走進商場開
槍之前，他曾經近距離的看到過槍手。他說：
「他當時跟我們只有 10 呎的距離，帶着一個白

色的面罩，兩隻手上都拿着很重的東西。他是跑
進商場的。」

一家寵物店員工聽到槍響之後，匆忙帶着寵
物躲入置物間，並用雜物擋在門口，其中一名員
工將照片拍下上傳到網絡，照片當中每個人物臉
部表情都充滿惶恐與茫然，這張照片在短短數小
時內獲得全美各大媒體大量轉載。

這起意外是今年槍擊案的最新事例，科羅拉
多州今年曾經發生 「蝙蝠俠槍擊案」，導致 12
人死亡，58人受傷。

美商場喋血 槍手殺兩人後自轟

「敘利亞之友」會議發表聲明稱，與會各國承認 「全
國聯盟」為敘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表，認為該組織是將敘利
亞各個反對派派別組織起來的總組織。來自100多個國家
的代表參加了在摩洛哥馬拉喀什召開的這次會議。

逾百國參加會議
美國總統奧巴馬 11 日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

採訪時說： 「敘利亞反對派聯盟現在已具有足夠的包容性
，足以反映和代表敘利亞人民，因此我們視他們為正在反
抗巴沙爾政權的敘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表。」

奧巴馬形容這一決定： 「是很大的一步」。美國此舉
也是緊隨英國和歐盟上個月正式承認該聯盟的腳步。法國
、土耳其、阿拉伯國家聯盟等此前都已承認該反對派組織
為敘國 「合法代表」。

奧巴馬政府這項決定將有助於加強敘利亞反對派的國
際合法地位，但此舉並未授權美國對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
器，美國政府此前一直拒絕武裝敘利亞反對派，主要擔心
之一是怕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一名美國政府匿名高級官員在當日的一次電話記者會
上表示，美國現在仍不會向反對派提供武器。但他補充說
，總統奧巴馬並沒有排除將來可能向反對派提供武器，但
前提是必須有助於推動一個政治上的解決方案。

中國：敘命運人民決定
針對美國這一舉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12 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呼籲，敘利亞的前途命運應由敘利亞人民自
主決定，應盡快開啟並推進由敘利亞人民主導的政治過渡
進程，實現敘利亞問題的公正、和平、妥善解決。中方希
望敘利亞有關各方為實現上述目標而努力，也願與敘利亞
有關各方繼續保持接觸和溝通。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則對奧巴馬的言論表示驚訝，指
華府這樣做，變相全盤押注反對派聯盟在武裝衝突中勝出
，違反有關促使 「敘利亞內部展開對話」的協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及五大常任理事國 6 月 30 日在
日內瓦舉行敘利亞問題國際會議。會議公報說，應在敘利
亞建立 「過渡管理機構」，吸納對象包括敘利亞現政府、
反對派和其他人士。

美偕敘之友押寶
承認敘反對派聯盟
華府政策進新階段 為提供武器鋪路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及新華社

12日報道：正在摩洛哥召開的 「敘利亞之友」
會議 12 日宣布承認敘利亞反對派新成立的
「全國聯盟」 為 「敘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表」 。
此前一天，美國正式承認敘利亞主要反對派聯
盟為敘國人民的 「合法代表」 。這是美國對敘
利亞內戰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次介入，標誌着
美國試圖孤立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政策進入一
新的階段。

【本報訊】據法新社12日報道：美國
11日還宣布，將一個名為 「救國陣線」的
敘利亞反對派組織列為恐怖組織，同時對
其兩名領導人實施制裁。敘利亞反對派各
方一致譴責美國這一舉動。

美國認為該組織是 「伊拉克基地組織
」的翻版，指責 「救國陣線」自2011年11
月以來在敘利亞境內實施將近 600 起恐怖
襲擊，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美國政府

這項決定意味着，為這個組織提供物質、
資源支持或與之進行交易將是非法行為，
該組織在美國的資產也將被凍結。

剛獲美國承認為敘利亞合法代表的反
對派全國聯盟星期三促請美國考慮不要把
「救國陣線」列入黑名單。聯盟領導人哈

提卜說： 「把一個與政權作戰的組織列入
恐怖主義組織名單，這個決定必須重新考
慮。」

哈提卜說： 「我們與某些黨
派可能有意識形態分歧和政治分
歧，但是這些革命者都有一個共
同目標，就是推翻（巴沙爾）這
個罪惡政權。」

哈提卜發表這番講話前，主
流反對派部隊 「敘利亞自由軍」
首腦奧凱迪說： 「『救國陣線』
從未對某個外國做過任何非法或
應當譴責的事。他們與我們並肩
作戰。」

影響力極大的穆斯林兄弟會
亦強烈批評美國的決定，該組織
是反對派聯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

列「救國陣線」為恐怖組織

美分化政策受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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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敘利亞．阿特梅赫 11 日報道：
這個住着敘利亞內戰難民的帳篷營地，已無法趕在冬天前
做好防寒準備：白色帳篷下的地面變成泥地、人們打架爭
奪稀有的毛毯、志願醫生常常沒有藥物來治療咳嗽、流鼻
涕的兒童。

在毗鄰土耳其邊境的敘利亞村子阿特梅赫附近的這個
難民營，住着1.2萬名難民，他們之中很多人只帶着幾件
衣服逃亡。

10 歲男童阿卜杜勒．艾赫邁德頭和手都包着繃帶，
在難民營裡到處閒逛。他是在他的家遭空襲時被燒傷的。
60 歲的戰爭寡瑪麗亞姆．格萊貝赫，其家在一個月前的
空襲中被摧毀。她說： 「我什麼也沒有了，除了上帝的慈
悲。」她一家15口擠在帳篷裡，睡在薄床墊上，兩三人
共蓋一張毛毯。

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沒有或嚴重短缺，無論是廁所還是
電力。在一個帳篷廚房裡，志願廚師們用大鍋煮一天中唯
一一頓熱食。在星期二這天，這頓熱食僅僅是馬鈴薯。

有一個帳篷是一所學校所在地，數十名包括剛學會走
路到10多歲的兒童，擠在書桌前唱歌、畫畫，但很難真
正學到什麼，主要還是為了逃避家庭帳篷的單調沉悶。

志願醫生阿卡德說，這個難民營有約3000名12歲以
下兒童，包括900名不到一歲的兒童。難民營診所每天接
待約200至300名病人，主要就是這些兒童。由於衛生條
件差，兒童患普遍遭腸內寄生蟲、疥瘡和頭蝨侵襲。那裡
冷風冷雨不斷，夜裡溫度降至接近零度。這種氣候導致很
多難民咳嗽和感冒。

敘利亞內戰難民數目穩步上升，聯合國難民機構援引
敘利亞紅新月會的估計說，已有約25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
所。除了國內難民外，另外數十萬敘利亞人逃往鄰國，包
括51萬人已登記或正在等候登記成為難民，主要在黎巴
嫩、土耳其、約旦和伊拉克，另有數萬人沒有登記。

▲警方和傳媒人
員11日在發生槍
擊案的克拉克莫
斯商場外工作

美聯社
▶一家寵物店員
工拍攝到案發時
惶恐的人們躲入
置物間

互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 1111
日表示承認敘利亞主要日表示承認敘利亞主要
反對派聯盟為敘國人民反對派聯盟為敘國人民
的的 「「合法代表合法代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敘利亞之友會議代表12日在摩洛哥開會。前排自左向右依次為突尼斯外長阿卜杜
賽拉姆、美國副國務卿勃恩斯及英國外長夏偉林 路透社

▲2012年10月11日，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分子在阿
勒頗的一條街道示威 資料圖片

▲2012年12月10日，阿特梅赫村的難民兒童在補給車外等候領
取生活用品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