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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从俄罗斯引进
的装备，是印度军事力量的
主力，由此可见，两国关系
有多密切。然而，印度加入
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出现
倒向西方的迹象。

如今，印度实际上处于
一个战略模糊状态。与俄罗
斯虽然出现间隙，但仍然是
盟友；与美国虽然看上去是
战略合作伙伴，但明显有相
互利用之嫌；与中国虽然在
边境地区长时间对峙，但两
国不断举行军长级会谈，也
能保持斗而不破。但不管后

面的背景如何，俄罗斯向印
度交付S-400， 对中美来说
都不算什么好消息。

如今印度坚持引进俄方
S-400， 美国不制裁都不行。
问题是， 在美国的“印太战
略”中，印度又是遏制中国时
非常关键的一环， 近年来美
方是通过不断示好， 好不容
易将印度拉上了船， 如今如
果制裁， 会不会令美印关系
生变，从而影响美国“围堵中
国”的大计，这个就有些不好
说。美国是板子必须打下去，
但又怕把印度给打跑了。

围绕白俄罗斯与欧洲联盟成
员国波兰、 立陶宛边境持续的难
民危机， 欧盟正在酝酿对白俄罗
斯施加新一轮制裁。 白俄罗斯外
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阿列伊尼克
11月13日批评欧盟没有为解决
难民危机出力。

【处境】
边境难民缺衣少食睡地上

随着天气转冷和难民越聚越
多， 滞留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
地区的数千名难民生存处境堪
忧， 人道主义组织和当地居民呼
吁各方尽快解决危机。日前，记者
在波白两国边境地区采访时看
到， 这些难民大多被困在边境地
区茂密的森林中， 其中有不少老
人、妇女和儿童。当地最低气温已
降至零摄氏度左右， 而且还将继
续下降。难民们住在简易帐篷里，
甚至露天睡在地上，缺衣少食，面
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今年8月以来，为进入德国等
西欧国家， 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的
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成员

国波兰和立陶宛。 为防止难民穿
越边界， 作为欧盟东部门户的波
兰在边境地区部署了超过1.5万
名士兵，架起了180公里长的铁丝
网， 并设立了3公里宽的戒严区，
只有住在其中的居民可以进出。

【欧盟】
将制裁白俄罗斯航空公司

据德新社11月14日报道，欧
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定于11月15
日召开会议， 届时将通过制裁决
议， 制裁对象为白俄罗斯航空公
司。

欧盟声称， 白俄罗斯航空公
司把部分来自中东的难民运到首
都明斯克， 而这些难民随后被驱
逐至白俄罗斯与3个欧盟成员国
波兰、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边境
地带。迫于欧盟压力，土耳其航空
部门12日发表声明说， 土方已经
开始限制飞往白俄罗斯的航班：
不再出售土耳其城市与明斯克之
间的单程机票；禁止持伊拉克、叙
利亚和也门护照的旅客从土耳其
机场飞往白俄罗斯。

俄罗斯将向印度交付S-400导弹 印媒喜不自禁，美国威胁制裁

印度不再“听话”，这次普京赢了拜登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11月14日宣布， 俄罗斯已开始向印度交付S-400型防空导

弹系统，首套S-400型防空系统将在年底前运抵印度。然而早在印度交“首付”的时候，中国就已经用上了该导弹系统。
此外，这笔交易还惹恼了反对印度和俄罗斯进行军备交易的美国，恐引发对印度的制裁。

等待3年印度将迎来S-400

据《印度快报》11月15日报
道， 俄罗斯已开始向印度交付
“期待已久”的S-400导弹系统，
以便于今年按计划部署，这大大
提高了印度的防空能力。2018
年，印度以超过50亿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该系统，并于一年后交付
了8亿美元的第一笔款项。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
局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表
示，向印度供应S-400防空系统
的工作已经开始并正在按计划
进行，零件已经开始通过海路和
空路进行交付。

据了解，S-400“凯旋”是俄
军第三代地对空导弹系统，用于
拦截各类飞机、巡航导弹和中程

弹道导弹，最远射程达400公里。
印媒之所以集体狂欢，是因

为印度军队在所谓的“拉达克”
地区基本处于“有空无防”的情
况，特别是印度空军在拉达克地
区的四大机场，一直迟迟没有部
署防空导弹。

但印媒的欢呼似乎来得太
晚了一些。此前报道称，中国是
俄罗斯S-400“凯旋”防空系统
的第一个国外客户，共签订了两
批武器系统的合同， 早在2018
年春季第一批就交付给了中国，
然后成功进行了测试，随后土耳
其也向俄罗斯采购了S-400。

美国威胁制裁“不听话”的印度

印媒在为防控能力“大增”
而欢呼的同时，也隐隐担心美国
的威胁。

虽然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
关键一环， 但与俄罗斯的国防交
易一直是印美关系的那根刺，一
些美国官员暗示， 如果印度继续
购买俄导弹系统，就会引发制裁。

今年1月， 印度外交部表示：
“印度一直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这也适用于我们以国家安全利益
为指导的国防采购和供应。”

但在1月，即将卸任的美国驻
印度大使肯尼斯·贾斯特曾向印
度暗示，提及了S-400协议问题。
美国已于2020年12月因土耳其
购买同一系统而对其实施制裁。

就在贾斯特发表评论前几
天，美国国会报告警告称，印度以
数十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制
造的S-400防空系统可能会触发
《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

据《印度国防新闻》网站报
道，印度人民党议员苏布拉曼尼
安·斯瓦米也一直批评莫迪政府
从俄罗斯购买S-400地对空导
弹系统的决定。

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下
个月将访问印度，参加一场年度
峰会。这次访问和首批S-400防
空系统的交付几乎在同时发生。

美国《国会山报》批评称，和
俄罗斯开展防务关系的印度，也
在挑战美国和印度建立起的军
事政治关系。

白宫两难：
不制裁不行，制裁又怕把莫迪气跑了

波白边境难民危机发酵

欧盟酝酿制裁白俄罗斯

据俄总统网站消息，普京13日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说，
这一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白俄罗斯只是问
题的发现者。他说，难民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到达欧洲，白俄罗斯只是他
们现在选择的路径，这与白俄罗斯无关。

“这是西方国家自己酿成的苦果，包括欧洲。”普京说，西方国家在
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难民产生，同时，欧洲的高福利政
策也使难民选择其成为目的地。普京同时辟谣说，没有任何一家俄罗斯
航空公司运送过这些难民。

扎哈罗娃表示，难民需要的是人道主义医疗援助，而不是法律或政
治援助。西方国家应该自问，面对需要援助的人群，他们将人权放在什
么位置上。 ■综合新华社、央视、北京晚报

声音 普京：这是西方国家酿成的苦果

大连市疾控中心党委
书记马新光11月15日在大
连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说，大连本轮疫情的
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及
辽宁省疾控专家的指导下
全面开展，通过研究流行病
学关联，扩大人、物、环境采
样范围和病毒基因测序分
析，本轮疫情的源头目前仍
无结论。

他说， 大连本轮疫情涉
及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
异株（B.1.617.2进化分支），
目前基因测序的所有毒株均
为同一传播链， 研判为同一
毒株导致的本土聚集性疫
情， 与国内近期本土疫情和
输入病例数据库中新冠病毒
基因组同源性均低。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赵作伟说，15日0时至16时，
大连新增3例阳性感染者，均
为隔离宾馆密接人员检出。
截至目前， 大连共有集中隔
离场所198个，现有隔离人员
22195人。

他说， 大连本轮疫情上
升势头减缓， 正在进入平稳
期，总体风险可控。如第三次
全员核酸检测结果符合预
期， 大连有望在首个潜伏期
14天内控制住疫情。

赵作伟表示， 大连市下
辖的庄河市已完成第九轮大
规模核酸检测， 采样60万余
人，结果均为阴性。大连其他
地区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采
样612万余人， 检测471万余
人，截至15日16时，结果均为
阴性。 ■据新华社

大连疫情流调溯
源工作仍在开展
疫情上升势头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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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交付印度的S-400型防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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