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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和大国博弈漩涡中沉浮

叙总统命运已不由自己掌控
14 日清晨，美英法三国向叙利亚境内发射的导弹刚刚落下，叙总
统府便发布了一段视频：身材颀长、西装笔挺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提
着公文包，走进灯火通明的总统府大厅，表情平静。 此前有消息称，为
了躲避空袭，巴沙尔已在俄方掩护下撤离首都大马士革。
在内战的硝烟中，巴沙尔挺过了七年。 在叙利亚这个大国博弈场
上，他的命运早已不由自己掌控。

这场巴沙尔主导的变革被称为
“大马士革之春”， 它一度给沉闷守
旧的政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但并
没能持续太久。
此时，受外部经济制裁、体制僵
化等不利因素影响， 叙利亚的发展
也陷入迟滞， 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2011 年，席卷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
波及叙利亚，叙利亚危机爆发，反对
派和西方国家要求巴沙尔下台。

苦战七年 走出大马士革
巴沙尔的淡定有底气。 就在空
袭当天，叙政府军进驻杜马镇，全面
收复反政府武装在首都周边的主要
据点东古塔。
如今的巴沙尔， 已不是当年那
个权位岌岌可危的孱弱“幼狮”（阿
萨德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狮子）。 随
着执政地位的巩固， 他在镜头前
的神态越来越自信，表态也越来越
强硬。
时间回到 2011 年 3 月，叙利亚
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巴沙尔政
权陷入困境。在美国、沙特阿拉伯等
国资助下， 叙利亚各地反对势力派
系林立，叙政府内部高官叛逃，国防
部长等核心成员甚至被炸身亡。 巴
沙尔四面楚歌， 西方媒体预言他将
步卡扎菲、 穆巴拉克等中东强人的
后尘被推翻甚至被打死。
除了内忧，巴沙尔还面临外患。
西方国家企图以经济制裁等手段迫
其下台， 阿拉伯兄弟也纷纷弃他而
去， 阿拉伯国家联盟甚至将叙利亚
踢出了成员国行列。
数年之内，“叛军” 攻城略地，
“伊斯兰国”渗透坐大，库尔德人自
立门户……政府控制的国土被鲸吞
蚕食， 巴沙尔也长时间消失于公众
视野。
眼看政权风雨飘摇， 巴沙尔借
助俄罗斯稳定了局面。 2015 年 9
月，应叙政府邀请，俄罗斯开始对叙
极端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 帮助
政府军扭转了战场不利局面。
两年多来，在俄军强势助攻下，
叙政府军在国内战场捷报频传，并
彻底击溃“
伊斯兰国”势力。 巴沙尔
逐渐不再囿于总统府， 频频现身国
内各地，举止越发显得放松。
2017 年 6 月 25 日， 巴沙尔多
年来首次到访叙中部哈马省， 和当
地民众共庆开斋节；两天后，他现身
俄罗斯驻叙空军基地， 饶有兴致地
登上一架苏-35 战机， 笑着摆出驾
机动作；今年 3 月 18 日，他驾车穿

巴沙尔 （资料图片）
过首都闹市， 前往市郊东古塔前线
慰问士兵……

意外上台 遭遇政治动荡
实际上，总统宝座上的一切荣
光和磨难，皆非巴沙尔年少时的追
求。 虽然父亲是叙利亚历史上声名
显赫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 但巴
沙尔从小立志从医，对政治并不感
兴趣。
巴沙尔生于 1965 年。 1982 年，
他进入大马士革大学攻读医学，还
曾担任过军医。四年后，他远赴英国
伦敦攻读眼科硕士。
1994 年，巴沙尔遭遇人生重要
转折点。 一直被父亲视作接班人的
大哥巴西勒意外因车祸离世， 巴沙
尔不得不放弃从医， 回国为接任总
统作准备。
2000 年 6 月 10 日， 统治了叙
利亚近 30 年的“中东雄狮”老阿萨
德因心脏病发作离世。一个月后，巴
沙尔毫无悬念地以 97%的得票率
当选叙利亚总统。
上任后，巴沙尔在经济和政治领
域展示出变革决心。他鼓励私有化经
济改革，吸引外资，支持叙利亚引入
互联网； 他下令释放数百名政治犯，
放松媒体管控，打击贪污腐败。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西方媒
体频频指责叙政府军的空袭造成无
辜平民殒命， 并屡次以政府军使用
化武为由威胁对叙动武。“化武袭
击”罪名阴云不散，如同悬在巴沙尔
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巧合的是， 每当政府军战场得
利，化武疑云便聚拢而来。2013 年 8
月， 政府军在进攻大马士革东郊时
被指责使用了化学武器， 巴沙尔政
权一度面临西方军事打击的危险，
后在俄罗斯斡旋下， 以销毁全部化
武为条件解除了危机。 今年 4 月 7
日， 就在政府军即将全面收复东古
塔的关键时刻， 反对派发布一段视
频，声称政府军用化武袭击平民。美
国等国不等权威调查结果出炉，就
以巴沙尔有“
前科”和一些语焉不详
的“证据”为由，发动了对叙政府的
军事打击。
面对美英法的“入侵”，巴沙尔
语气强硬：“殖民者已经失去了对局
面的掌控， 他们在叙利亚的图谋随
着他们支持的恐怖分子溃败而溃
败！ ”
如今， 所有曾轻视巴沙尔的人
都不得不承认： 如果连西方的导弹
也不能摧毁巴沙尔的统治根基，那
么他是真的挺过来了。
不过， 巴沙尔的前路依旧挑战
重重。除了尽快结束战争，他还要解
决民族和解、经济重建等诸多难题。
七年战乱令叙利亚山河破碎、 生灵
涂炭， 如何带领叙利亚人民迈向重
郑一晗
生，考验着巴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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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器的条件下进攻和反进攻的能
力，即如何首先消灭对方核潜艇。
公告没有提及演习进行的具体
日期。
“
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核潜
艇和
“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核潜艇
同属俄
“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是
俄罗斯海上战略核威慑中坚力量。
俄太平洋舰队是俄海军四大舰
队之一， 是俄在太平洋沿岸地区部
署的一支重要海军力量， 舰队司令
部设在俄远东滨海城市符拉迪沃斯
吴刚
托克。

美国受高等教育女性多于男性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4 月 15 日 电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发布
的数据 显 示 ，2017 -2018 学 年 美
国高校预期颁授的学士、 硕士和
博士三类学位中， 女性的占比都
超过半数。
数 据 显 示 ，2017 -2018 学 年
美国高校预期颁授190万个学士
学位、79万个硕士学位和18.3万
个博士学位。 其中， 女学士占比
57.3%，女硕士占比58.8%，女博
士占比52.9%。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从
1869-1870学年开始统计学位颁

授数量， 当年美国颁发了9371个
学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未颁
发硕士文凭， 其中女学士仅占比
14.7%。
1981-1982学年， 美国女学士
和 女 硕 士 首 次 达 到 半 数 。 2004 2005学年， 美国女博士首次达到半
数。 预期到2026-2027学年，美国女
学士、 女硕士和女博士的占比将达
到58%、60.4%和54.4%。
由此可见，在美国，接受和完成
高等教育的女性多于男性已有逾35
年历史，且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徐剑梅

美私企将尝试回收火箭第二级
新 华 社 洛 杉 矶 4 月 15 日 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多次成
功回收火箭第一级， 为进一步降
低火箭发射成本， 该公司15日表
示将尝试用巨型气球回收“猎鹰
9”火箭的第二级。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
官埃隆·马斯克15日在社交网站推
特发文说，该公司将尝试用一个巨
大的气球将火箭第二级带回来。他
在与网友的讨论中认为，充氦气的
气球可以用于回收火箭第二级。
马斯克说， 可以通过反推点
火让火箭第二级降落在太平洋中

某个位置，将努力让落点与
“
史蒂文
先生”这样的捕捉船更近。
目前，
“
猎鹰9”火箭的单次发射
成本约6200万美元， 如果能实现对
更多组件的回收， 还可进一步降低
发射成本。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015年12月
成功实现对“猎鹰9”火箭第一级的
陆地回收，随后在2016年4月实现海
上回收。此后，该公司多次在陆地和
海上回收火箭第一级。 今年2月，该
公司首次尝试用
“史蒂文先生”回收
船“捕捉”坠落的整流罩，但是以几
新华
百米误差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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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4月
16日电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6日
发布公告说，该舰队所属两艘核潜
艇在堪察加半岛海域进行了演习。
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发布公
告说，该舰队出动“弗拉基米尔·
莫诺马赫” 号核潜艇和“亚历山
大·涅夫斯基”号核潜艇进行了演
习。 演习中，两艘潜艇进行了“
决
战”，演练了寻找、跟踪及消灭对
手的能力。
公告说， 两艘核潜艇重点演
练了如何在双方都使用声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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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武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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