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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溃败 叙利亚离和平还有多远
□新华社记者 车宏亮 郑一晗
俄罗斯军方 12 日说，叙利亚政
府军已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
收复大部分领土，目前控制该国 85%
的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
“伊斯兰国”在叙
利亚的溃败已成定局，但叙利亚政府
与反对派的政治和解进程仍面临障
碍，战后重建也困难重重，这将是叙
利亚今后需要应对的两个主要挑战。
继续围剿
“伊斯兰国”
代尔祖尔省是“伊斯兰国”在叙
仅存的重要控制区。叙利亚政府军
近期在这一东部省份围剿“伊斯兰
国”的军事行动进展显著。
5 日，政府军攻入该省首府代尔
祖尔市内一处被“伊斯兰国”长期围
困的军营，与营地内的政府军士兵会
合，打破了“伊斯兰国”对代尔祖尔市
长达 3 年的封锁。9 日，政府军又打
破“伊斯兰国”对当地一个军用机场
的长期围困。
10 日，政府军完全打通连接大
马士革和代尔祖尔市的公路，这有助
于巩固并扩大其在代尔祖尔市乃至
全省的战斗成果。目前政府军正继
续在代尔祖尔市及周边地区展开打
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库尔德武装主导的
“叙利亚民主军”正继续围攻“伊斯兰
国”在叙境内的大本营拉卡，已经将
极端分子团团围困在 10 余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近日，
“叙利亚民主军”还
分兵南下，进攻代尔祖尔省的“伊斯
兰国”武装，目前已逼近代尔祖尔市。
分析人士指出，
“伊斯兰国”在叙
利亚战场上节节败退，已失去了曾经
占据的大部分土地，目前控制的只有
代尔祖尔省大部分地区和拉卡等零
星地区。而以政府军和“叙利亚民主

军”的进攻势头来看，收复整个代尔
祖尔省只是时间问题。
政治和解仍存障碍
与“伊斯兰国”的战争胜利在望，
而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
和解进程仍面临不少障碍。这些障
碍自叙冲突之初就存在，已导致联合
国主导的多轮和谈无果而终。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德米斯图拉的说法，下一轮真正
具有“实质意义”的叙利亚问题日内
瓦和谈将于今年 10 月举行。而上一
轮日内瓦和谈于今年 7 月结束，没有
取得实质性成果。
目前，叙利亚反对派主要分为境
内和境外两大派，各种反对派组织数
量众多，立场不一。分别活动于沙
特、俄罗斯和埃及的叙反对派近期举
行会谈，希望组建统一的反对派代表
团，但各方在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去
留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
叙境内反政府武装派别更是纷
杂，其中很多与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
组织的“征服阵线”存在联系，它们与
境外反对派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
目前有利的因素是，在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的推动下，政府军与反
政府武装之间基本实现停火，各方集
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但在将来
彻底击败“伊斯兰国”后，政府军与反
政府武装之间的矛盾可能又会成为
主要矛盾，不排除双方会再次发生冲
突。
从目前来看，由于在战场上不断
取得胜利，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政府
地位稳固，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
斯、拉塔基亚等主要城市都在政府控
制下，政府控制区内的人口数量也最
多。
美国前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

特认为，巴沙尔政府目前的军事实力
是自叙利亚危机 2011 年初爆发以来
的最强水平，而反对派实力则大为削
弱，西方和中东部分国家也开始“放
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
巴沙尔上月底会见伊朗官员时
说，叙政府及其盟友取得的军事胜利
已促使国际社会改变对叙立场。
分析人士指出，下一步需要关注
的是，叙政府与反对派力量对比的变
化，以及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
立场转变，能否给叙利亚危机带来转
机，让有关各方下决心走政治解决的
道路。
重建工作艰难起步
在战场上捷报频传的同时，叙利
亚政府也已开始着手在阿勒颇和霍
姆斯等地开展重建工作，但面临不小
的难度。
阿勒颇曾是叙第一大城市和经
济中心，但多年战火给该城留下的是
一片废墟。记者近期探访阿勒颇老
工业区时发现，一些工厂已恢复运
转，但多年战乱导致劳动力缺乏，电
力供应也缺乏保障。
另外，叙利亚目前仍遭到西方国
家经济制裁，这也给该国重建增添了
更多障碍。
面对困难，叙利亚人还是有决心
重建国家。
“ 阿勒颇人有着重建家园
的强烈意愿和坚定决心，我们一定能
让这座城市重拾往昔的荣光。”阿勒
颇一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上个月，曾在中东地区颇具影响
力的国际商贸盛会——大马士革国
际博览会时隔 6 年再次在大马士革
举行，来自 43 个国家的 1600 多家企
业参展。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叙政
府在向外界表明重建国家的决心和
信心。

哈莉玛成为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新华社新加坡 9 月 13 日电（记
者 王丽丽）新加坡总选举官 13 日宣
布，新加坡总统选举唯一候选人、前
国会议长哈莉玛自动当选该国第八
任总统。她也是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13 日为新加坡总统候选人提名
日。按照规定，当天候选人提交提名
表格并签署声明，表明已阅读并理解
有关民选总统职权的说明。

哈莉玛当天前往总统选举提名
中心完成提名程序，
随后自动当选。
新加坡首任总统尤索夫是马来
族，
之后一直没有马来族人出任总统。
2016 年新加坡政府宣布，
下任总统人
选将从马来族群中选出。3 名参选总
统的马来族候选人中，
仅哈莉玛获得总
统选举委员会颁发的资格证书。
哈莉玛于 14 日在新加坡总统府

宣誓就职。哈莉玛现年 63 岁，2001
年步入政坛，曾出任新加坡社会与家
庭发展部政务部长。2013 年 1 月，哈
莉玛任国会议长，是新加坡首位女性
国会议长。
新加坡上任总统陈庆炎 8 月 31
日任期满后正式卸任。9 月 1 日起，
总统顾问理事会主席皮莱任代总统，
直至新总统产生。

美国会通过决议敦促特朗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2 日电（记
者 徐剑梅）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
院 11 日和 12 日先后通过决议，敦促
总统特朗普谴责支持种族主义、极端
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仇恨团体。
这份决议由弗吉尼亚州民主、共
和两党国会议员协商起草，在参众两
院获得一致通过，并已送交白宫等待
特朗普签署。
决议呼吁特朗普“公开发声反对
支持种族主义、极端主义、仇外主义、
反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仇恨团
体”，并“运用总统和总统内阁的所有

可用资源，遏制这些仇恨团体在美国
的势力扩张”
。
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还在决
议中呼吁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彻底
调查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
者、新纳粹、三 K 党和相关团体进行
的所有暴力、恐吓和本土恐怖主义行
动”。
今年 8 月 12 日，多个白人至上主
义团体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
行集会，并与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
突。骚乱中，罕见地出现大量纳粹和
三 K 党标识，示威者喊着右翼和反犹

口号。当天下午，20 岁青年詹姆斯·
菲尔茨驾车冲撞抗议极右集会的人
群，造成多人死伤。这场骚乱震动全
美。骚乱发生后，特朗普称白人至上
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三 K 党等极右
翼集会者和抗议他们的人群“双方有
责”，引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和社会
各界广泛批评。
决议认为，这一骚乱事件的性质
是“本土恐怖袭击”。美国媒体报道
说，两党国会议员期望通过这份协
议，确保特朗普更加有力地谴责种族
主义和极端主义。

朝鲜全面反对

安理会涉朝决议
新华社平壤 9 月 13 日电（记者 程大雨 吴强）朝
鲜外务省 13 日发表公报说，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通过
的涉朝决议是“非法的”，朝鲜对该决议予以“严厉谴
责和全面反对”
。
朝中社当天发布的外务省公报说，美国用尽各
种手段和方法炮制的安理会第 2375 号决议，是旨在
剥夺朝鲜正当自卫权、通过全面经济封锁完全窒息
朝鲜和朝鲜人民的挑衅行为的产物，朝鲜对此予以
严厉谴责和全面反对。
公报说，在美国主导下再次上演的非法的制裁
决议把戏，使朝鲜确认了自己所选道路的正确性，更
加坚定了朝鲜毫不动摇地、更加快速地将这条道路
走到底的意志。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生存权，朝鲜将
加快巩固自身力量。

俄表示愿与朝鲜

就半岛问题紧密对话
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12 日电（记者 胡晓光）俄罗
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布尔米斯特罗夫 12 日在莫斯科
出席朝鲜国庆招待会时说，俄愿意与朝鲜就解决朝
鲜半岛所有问题进行最紧密对话。
据塔斯社报道，布尔米斯特罗夫表示，在当前形
势下，俄希望朝鲜领导人“表现出智慧，以及对以政
治和外交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愿望”。
朝鲜驻俄大使金亨俊在招待会上说，
朝鲜珍视朝
俄传统友谊，
目标是继续根据朝俄协议巩固两国关系。

新加坡海域一挖沙船倾覆

4 名中国籍船员失踪
新华社新加坡 9 月 13 日电（记者 李晓渝）中国
驻新加坡大使馆 13 日说，当天凌晨 3 时使馆接新加
坡海岸警卫队通报，一艘载有 11 名中国籍船员的多
米尼克籍挖沙船在新加坡海域倾覆，其中 7 人被救
起、4 人失踪。
获救的 7 人被及时送至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治
疗，
其中 1 人肋骨骨折需留院治疗，
其他 6 人无大碍。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随后发布消息说，当
天凌晨 0 时 40 分，该部门接通知称，一艘印度尼西亚
籍油槽船和一艘多米尼克籍挖沙船在新加坡领海海
域发生碰撞。
事故导致挖沙船倾覆，部分船体浸水。船上共
12 名船员，包括 11 名中国籍船员和 1 名马来西亚籍
船员。4 名中国籍船员和 1 名马来西亚籍船员失踪，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海军、民防部队、海岸警
卫队、空军已派出多艘船只和一架超级美洲豹直升
机进行搜救。
事故还导致油槽船右舷船首受损，船上 26 名印
尼籍船员无恙。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得知消息后立即启动领保
应急机制，领事部第一时间电话联系新加坡海岸警
卫队、中央医院、船务公司，要求其全力搜救失踪人
员、救治伤员，
并妥善安置其他人员。
领事参赞王家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被送往
医院的7名船员中，
有5人已被船务代理公司送至酒店
休息。1 名船员腿部有皮外伤，将在午后出院。他表
示，
使馆将协助船务公司尽快安排出院船员回国。
目前，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还在调查事故具
体原因。王家荣表示，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正敦促新
方加强搜救行动，
并将搜救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