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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虎如风

[转帖]马里恐袭，中国维和部队为什么不去救人质？ 

捷虎如风 于 2015-11-21 10:05:3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马里恐袭，中国维和部队为什么不去救人质？  

    来源：精诚蓝盔微信公号 

 

    

    

 

 

    马里一酒店170人被劫持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精诚蓝盔（ID：jclk_china） 

 

    马里首都巴马科的恐怖袭击和人质劫持事件，因为涉及到多名中国人质，引起了国内

高度关注。 

 

    事件发生不久，财新网刊发了《马里驻有中国维和部队系精锐部队》，言下之意就是

说，既然有中国人质，我们在那里又有部队，而且还是著名的许三多“钢七连”，为什么

部队不去救我们的同胞？ 

 

    再往后，法国出动特种部队，发动了对酒店的强攻，更是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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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维和部队怒其不争的言论在微信和微博中流传。 

 

    作为有幸在马里工作过的人，而且还在这个酒店晃荡过的人，今天我来集中回答一下

关于马里巴马科恐怖袭击事件的几个热点问题。 

 

    （一） 为什么是马里？ 

 

    明明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为什么发生在马里？ 

 

    西非内陆国家马里，离当年三毛荷西谈恋爱的西撒哈拉大沙漠不远，伊斯兰教是马里

大多数民众的信仰，特别是北部。在北部的沙漠地区，也就是离三毛和荷西谈恋爱的撒哈

拉大沙漠边缘，据说有10条枪以上的武装，有一百多支。 

 

    其中，有基地组织残余，有卡扎菲残部，有IS分支，也有亲政府民兵，宗派种族武

装，如此等等，纷繁复杂。 

 

    这样一说，定位上各位应该大致明确了吧。至少说，马里这个国家，是不缺少带有宗

教色彩的极端分子。这是其一。 

 

    其二，马里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在这里苦心经营了大半个世纪。殖民地时

代过去以后，马里又经历了“法兰西共同体半自治”和“法兰西自治”阶段，最后才逐步

走向独立。可以说，法国对马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法语是马里的官方语言。 

 

    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法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举个很不恰当的比喻，法国对于马

里，就好比大人对孩子，大陆对香港，地位作用外人不能比。 

 

    所以，当巴黎已经是铁板一块的时候，就选儿子作为对象，乘他在放学的路上一通暴

打。 

 

    这就是为什么针对西方的恐怖袭击会发生在马里。 

 

    （二） 中国在马里有多少维和部队？ 

 

    中国在马里派出了395人的维和部队。其中，警卫分队，也可以叫他们作战部队或者安

全部队170人。工兵分队155人，医疗分队70人。 

 

    这395人的维和部队全部来自沈阳军区，其中警卫分队是由陆军第39集团军组建，是军

旅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钢七连”的原型。 

 

    三支中国维和部队，都驻扎在马里北部的加奥地区，距离发生恐怖袭击的首都巴马

科，空中距离大约为980公里，如果沿马里的南北大动脉——巴加公路机动的话，大约有

1200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首都巴马科是北京，中国维和部队驻扎的加奥，地理位置和距离就是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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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在相当于黑河的地方，便是北方叛乱分子的老巢基达尔。

如今中国部队和所在战区司令部，就扼守在北部叛乱地区通往首都巴马科的交通要道——

巴加公路旁边。 

 

    中国工兵还向北前出了98公里，进入双方争夺的“游击区”昂松戈，执行施工任务。

而包括现驻扎地加奥在内的地区，也曾经数度落入极端分子的手掌，并发生过屠杀。 

 

    （三） 维和部队的权利有多大？ 

 

    这必须先说说维和三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哈马合尔德三原则”。 

 

    “哈马合尔德三原则”的主要思想是：保持中立、各方同意和非自卫不使用武力。 

 

    用非专业的语言来解释，一是不袒护政府和反政府任何一方。二是派驻维和部队必须

经过驻扎国政府和冲突各方的同意。三是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能打响第一枪。 

 

    苛刻吗？当然苛刻。即便是这样，联合国在各地的维和部队也屡次遭遇各派武装的袭

击。直升机升空被人打掉，车队被地雷炸，参谋军官被枪指着头。 

 

    有的维和部队的营区附近山头上，就是政府军的哨卡和火箭弹阵地，直升机升空必须

提前向政府军报告，甚至实弹打靶也必须政府军同意。而很多维和军事观察员被要求不携

带武器进行徒手巡逻，并居住在居民区而不能住在营地，以更好的监督停火。 

 

    所以，维和部队并不是螃蟹，可以在驻扎国横行霸道。尽管他们从武器装备和实力上

来说，都足以干掉武装冲突的双方。但是，他们更像是个小媳妇，处于一个受夹板气的地

位。在任务区你会看到维和人员开车非常谨慎小心，尽量避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 

 

    有人说，那对维和部队来说，太受伤了。但反过来站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如

果外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像八国联军、日本鬼子在中国一样横行霸道，马里的民众会

怎么想？ 

 

    （四） 中国维和部队能不能出动去救人质？ 

 

    我个人认为，不能。 

 

    最重要的障碍是法理上不通。维和部队法理上是联合国的部队，其行动必须接受联合

国的指挥和命令。通俗地说，联合国安理会和马里特派团不下命令，哪个国家的维和部队

也不能擅自行动。 

 

    而联合国在此次人质事件中，并不是解救行动的主导者，也没有得到马里政府的同意

和请求。安理会授权中国维和部队参与人质解救的可能性不大，没有这个授权，中国维和

部队不能擅自行动。不要说你在千里之外，就算是你在跟前。 

 

    国家状态下的军事行动，真不是军队一家的事情，而要受到政治、外交因素的节制。

在一个主权国家不同意，你能随便派部队在人家的国土上行动？以保护侨民的名义？百年

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确实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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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原因，其它的困难我看都不重要，大约是4、5年前，中水电公司29名员工在

苏丹南科尔多凡州141“和平之路”公路营地遭“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武装劫

持，也曾经轰动一时，中国在苏丹也驻扎了一支维和工兵分队。但是最后的解决途径，还

是通过外交途径，由苏丹政府军派出特种部队进行解救。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如果劫持的是联合国人员，不论是军人还是文职或雇

员。从一份联合国的内部通报可以看到在马里的劫持事件中，涉及到了联合国人员。 

 

    联合国主要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告诫联合国被困人员反锁房门，等待救援。二是派

出了维和警察，“协助配合”马里政府军的行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联合国不是主角。 

 

    （五） 那为什么法国人可以说干就干呢？ 

 

    历史渊源和前提我已经讲过了。从现实来看，法国在马里驻扎了3500多人的步兵旅，

其中包括赫赫有名，号称在过去一百多年一直在打仗的外籍军团，还有鱼鹰和武装直升

机，具备强大的空中突击和地面进攻能力。这个步兵旅也部署在加奥地区，离中国部队并

不远。 

 

    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法理问题。法国部队虽然也是以维和部队的名

义去的马里，但是，他是由联合国授权的单边维和行动，并不隶属于马里特派团，而是完

全自主开展行动。 

 

    通俗地说，他是拿到联合国的授权后，才去的马里。 

 

    从表象上看，法国的“维和”和包含中国、孟加拉等多国部队的马里特派团比较，多

了很多权利。比如：法国军队在马里直接参加作战，帮政府军打反政府武装。法国人的作

战支援、后勤保障和作战行动都是独立的，跟特派团没有任何关系。法国人的行动自己和

马里商量好了就行。法国人也不花联合国的钱，自己出钱养自己的部队，甚至是不佩戴联

合国的标示，不戴蓝色头盔。 

 

    更直白地说，法国人派出部队去马里，就是为了延续和保持他在马里曾经的辉煌和今

天的利益。何况这一次在马里的袭击和劫持事件，本身也是冲着法国去的。 

 

    所以，当事件发生以后，马里当然也会首先向法国人求助，法国人也必然会乐意来当

这个带头大哥。 

 

    至于有报道说，有美国特种部队参与了人质解救。我向几位专业人士求教后都觉得不

应该。美国人在马里和周边国家没有驻扎部队，马里也不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和关注对

象，哪里冒出来的美国特种部队参与解救呢？远程投送不可能这么快啊。 

 

    分析来分析去，大约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美国驻马里大使馆也许会有几个人规模的特

工小组，派出两三个人，当然也叫美法联手行动。——不过这只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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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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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有启发就赞赏一下

 快乐人生cc

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四个都在对ISIS恐怖组织进行打击，只有中国在袖手旁观，中

国的人质被杀，马里的中资人员被杀和被扣，无论从常任理事国的国际道义还是保护本国

人民生命的神圣使命，都应该参与对ISIS的武力打击，这才能使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融入

主流社会，也是检验几十年未打过仗的军队的真正作战能力的机会。 

热衷于9.3阅兵那样的假把式，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扮演高大上的正义的化身，似乎在维护正

义，实则是苟且萎缩的懦夫。 

始终在联合国决定制裁专制中唱反调，一点不知羞耻。但世界潮流绝不会因为少数流氓国

家的反对而停止不前，一个个专制集团在反对声中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回应。 

 捷虎如风

经常吹嘘的特种部队怎么不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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