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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大马士革6月3日电 叙利亚
总统选举当地时间 3 日 7 时正式开始投票。
由于安全形势严峻，大选在紧张气氛中进
行。

叙利亚总统选举为 7年一次。本次总统
选举是2011年3月叙危机以来举行的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有多名候选人参加选举。3名候选
人分别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议员哈
贾尔和前政府部长诺里，外界普遍认为巴沙尔
将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

根据叙利亚内政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共
有超过 1584万选民，境内设立约 9600个投票
站，选民当天可凭身份证到任意投票站投票。

在首都大马士革马扎区一个投票点，记
者注意到，大部分选民在领到选票后，都毫
不犹豫地在巴沙尔头像下打钩，而不进入投
票站设置的密闭填表间。还有不少选民身
穿印着巴沙尔竞选口号的白色 T 恤，呼喊口
号支持巴沙尔。

但在叙利亚政府失去控制的北部和东
部地区，几乎看不到选举投票场景。截至目
前，叙利亚境内外主要反对派和西方国家大
多表示反对本次大选、不承认大选结果。

据叙国家电视台报道，巴沙尔当天前往
大马士革马利基区一个学校内的投票点投
票。诺里也于当天现身大马士革一个投票
点，与家人一起为自己投下选票。

由于反对派多次威胁将暴力干扰投票，
叙政府加强了对大选的安保措施。在大马
士革，每个投票点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负
责检查选民的随身物品。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巴沙尔
下台成为受西方国家支持的叙反对派最核
心的诉求。为缓和紧张局势，2011年 8月，叙
颁布新的“政党法”和“选举法”，允许实行多
党制。2012 年 2 月，叙举行公投，通过新宪
法。2014年 3月，叙议会通过新选举法。

根据新宪法，叙国家政治制度以多元化
为原则，改一党制为多党制；实现选举民主，
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任期为 7年，只允许连
任 1次。总统候选人需获得绝对多数选民票
数才能当选。

本次总统选举投票分境内和境外两阶
段进行，境外投票已于 5月 28日启动。据初
步统计，海外投票人数达到 20 万人，占全部
海外选民人数的近八成。

综合新华社电 巴勒斯坦联合政府 6
月 2日成立，总理拉米·哈姆达拉领衔内阁
成员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分析人士指出，这标志着巴内部两大
政治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和解进程
进入快车道。尽管如此，未来的和解之路
依然充满崎岖，不仅双方将继续博弈，以色
列、美国等国的态度和举动也将不可避免
地对巴勒斯坦政局产生影响。

各有所需

法塔赫和哈马斯曾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在开罗和多哈签署了和解协议，但协议
最后都不了了之。今年 4 月底，在美国主
导的新一轮巴以和谈进程突然破裂的情况
下，双方却再次传出和解的消息，其原因在
于和解对双方而言都有需要。

对法塔赫而言，此举旨在争取民心。
法塔赫长期主政巴勒斯坦，但是在 2006年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败给哈马斯。
为巩固法塔赫地位，阿巴斯必须有所作
为。阿巴斯曾公开表示，巴勒斯坦首先谋
求取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然后实现内
部和解，最后是统一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展开全面和平谈判。2012年底，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而联合政府的建立
看来是阿巴斯按预定计划迈出的第二步。

而哈马斯则想借和解机会摆脱孤立困
境。哈马斯主政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其实施打压，巴勒斯坦一度陷入经济
困境。在哈马斯武装割据加沙地带后，以
色列和埃及继续严格限制加沙口岸人员和
货物进出。在埃及将穆斯林兄弟会定为恐
怖组织而加以镇压后，哈马斯失去了有力
支持，处境颇为艰难。

博弈难停

联合政府的成立意味着法塔赫和哈马
斯合作的开始，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两大政
治派系的博弈不会停止。

阿巴斯在新政府宣誓仪式的讲话中

说，联合政府的成立“宣告对巴勒斯坦独
立事业造成巨大伤害的内部分裂正式结
束”。而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当天的
声明中说，联合政府的成立并不表明内
部分裂的结束，而是意味着两派别开始
合作，为选举出一个统一的领导层打下
基础。

分析人士认为，巴勒斯坦内部这两大
派别矛盾由来已久，实现实质性和解不易，
深层次的合作更难。

在 2006 年举行的巴立法委员会选举
中，哈马斯击败法塔赫，赢得大选。这使法
塔赫这个老牌民族主义机构受到打击，法
塔赫不愿与哈马斯主导的政权合作，特别
是在安全部队指挥权这个问题上不肯让
步，导致双方紧张关系持续升温。2007年，

哈马斯武装夺取加沙地带，造成巴勒斯坦
分治局面。

而此次成立过渡联合政府只是为大
选预作准备，哈马斯和法塔赫的人都不入
阁。即便如此，两派在联合政府关键人选
问题上一度争执不下，导致新政府未能按
计划在 5 月底宣告成立，这给双方合作前
景蒙上一层阴影。

外因影响

法塔赫和哈马斯在 4月 23日达成和解
协议之后，以色列政府随即宣布暂停本轮
巴以和谈，称以色列绝不会与一个由“旨在
消灭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哈马斯支持的巴
勒斯坦政府进行和谈。

对此，阿巴斯多次强调，新一届联合政
府只负责为大选做准备，完全不会参与到
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中，承诺放弃使用暴
力，遵守此前由巴解组织签署的和平协议。

从美国方面来看，尽管国务卿克里 1
日在与阿巴斯的通话中表达了对法塔赫
与哈马斯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担忧，但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说，克里强调美国
将“在组成、政策以及行动三方面评价任
何一个政府”。这一表态与美国向来否定
任何由哈马斯参与组建的政府立场有所
不同。

总之，巴勒斯坦和解进程迈出可喜一
步，但仍面临严峻考验，不仅内部博弈仍将
继续，而且还将受外因影响。巴勒斯坦人
民盼望的和解和统一依然任重道远。

新华社基辅 6月 2日电 乌克兰中央
选举委员会主席奥亨多夫斯基 2日正式宣
布，亿万富翁波罗申科在 5月 25日举行的
总统选举中当选总统。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根据该
委员会全部 15 位成员当天签字确认的计
票结果，波罗申科的得票率为 54.7％，即有
985万多名选民投了他的票。

波罗申科的主要竞争对手、前总理季
莫申科在 21名候选人中得票排名第二，得
票率为 12.81％，即有 231万余名选民投了
她的票。此前，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已
于 5月 29日公布了总统选举的最终计票结
果。按照乌克兰选举法的规定，在首轮投
票中得票率超过 50％即可当选总统。

乌克兰新总统就职仪式将于 6月 7日
举行。

左图 这是 2014 年 5 月 25 日在乌克
兰基辅拍摄的波罗申科在投票站准备投票
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 2日电 俄罗斯、
乌克兰、欧盟三方 2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第
四轮会谈，虽然未就天然气供气价格达成
一致，但会谈取得了新进展。

欧盟在会后发布的公告显示，本轮会
谈是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确认收到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于 5 月 30 日汇出
的第一笔 7.86 亿美元天然气欠款后举行
的。

俄罗斯、乌克兰、欧盟三方会后达成
的协议包括：俄罗斯不会中断向乌克兰供
气，乌克兰不必为 6 月份的天然气供应支

付预付款，任何一方不得向斯德哥尔摩仲
裁法庭提起诉讼。此外，在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未来将以三方的形式继续举行会谈。

俄乌欧天然气问题三方会谈此前已
进行三轮，争议焦点在乌克兰偿还俄罗斯
天然气欠款、俄向乌供应天然气价格及保
障欧盟供气安全等方面。

俄罗斯自 4 月起将向乌克兰供应的
天 然 气 价 格 提 高 至 每 千 立 方 米 485 美
元。乌克兰认为天然气新价格过高，坚
持按去年 12 月前的每千立方米 385.5 美
元的价格购气。

美国总统奥巴马 6 月 3 日抵
达波兰，开始其任内第 12 次欧洲
之行。鉴于近期乌克兰局势发
展，奥巴马此行意在向欧洲喊话：
虽然美国决定把战略重心转向亚
太，但美欧关系仍是美国全球战
略中最重要的支点，美国会信守
在欧洲安全上的承诺。

乌克兰局势动荡，首当其冲
的是靠近俄罗斯的中东欧国家。
这些国家安全上倚仗着美国和北
约的保护伞。乌克兰危机爆发
后，他们担心美国会在与俄罗斯
对抗的关键时刻撒手。

因此，奥巴马的欧洲之行首
先 是 一 个“ 安 抚 之 旅 ”“ 打 气 之
旅”。奥巴马此行计划会见波兰、
乌克兰等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一
是安抚中东欧的盟友，二是给乌
克兰新政权站台打气。

同时，奥巴马的欧洲之行还
是一个“施压之旅”。奥巴马还将
前往比利时、法国，出席七国峰
会，重点要与法、德等欧洲大国协
调对俄政策，加大对俄压力。

总而言之，奥巴马此次高调
访欧，是为了进一步重申安全承
诺，维护其领导地位，凸显了美国

对于欧洲事务的一贯重视。
早在美国宣布将战略重心转

向亚太之时，就有欧洲观察家指
出，美国之所以敢提出战略东移，
不是欧洲重要性下降，而是出于
对美欧关系的高度自信。其实，
仔细梳理这几年的美欧关系不难
发现，美国人事实上并没有远离
欧洲。一个典型例证是，欧美在
2013 年宣布启动意义深远的自
贸区谈判。

当然，对于美欧关系，正处于
战略调整期的华盛顿也有其新的
战略考虑。在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的同时，奥巴马通过夯实与欧洲国
家的关系，寻求在乌克兰危机、伊
核、欧洲防务、叙利亚危机等一系
列问题上让欧洲盟友分担压力。

问题是，奥巴马的战略设想能
否落实，仍有待观察。一方面，法、
德等欧洲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对俄制裁等政策上与美国并不
合拍，而法国总统奥朗德还邀请俄
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诺曼底登陆 70
周年纪念活动更是明证。另一方
面，奥巴马此次访问中如果仅是口
头承诺，将很难让欧洲国家，特别
是中东欧国家真正安心，它们更希
望美国能拿出更多实际的举措。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新华社专电 也许有一天，飞
行员真的可以靠意念驾驶飞机，靠
思维来控制调整机翼和引擎。德
国一家研究机构日前已经在模拟
机上完成了意念驾机飞行测试。

德新社 6月 3日报道，德国慕
尼黑理工大学飞行系统动力研究
所近期邀请 7人在模拟机上测试
意念驾机系统。参与模拟飞行的
7人有着不同程度的驾驶舱经验。

在模拟飞行中，“飞行员”戴上
一个安装有脑电波信号录取传感
器的帽子，而后脑电波则可通过柏
林理工大学研发的一套运算系统
转化为直接操控飞机的指令信号。

慕尼黑理工大学研究者说，测
试结果显示，一些飞行学员仅仅靠
意念就足以完成飞行，而且准确度
达到飞行员执照考试的要求。有
几名参与者甚至在低能见度条件
下靠意念完成了降落操作。

负责意念飞行项目的航空工
程师蒂姆·弗里克说，按系统设
计，飞行员并非“想飞就飞”，而
是，飞行员必须思考如何操作操
纵杆，操作系统才会发出相应指
令。如果飞行员想着吃东西等事
情，飞行系统则不会作出反应，因
为大脑中控制饥饿活动的无关神
经信号被系统自动屏蔽。

据新华社雅温得 6 月 2 日电
中国海军第十六批护航编队 2 日与
喀麦隆海军在几内亚湾进行了反海
盗联合演练。这是两国海军首次进
行反海盗联合演练，旨在提高维护
海上安全、应对海上威胁的能力。

此次联合演练主要围绕编队机
动、通信、联合搜救等课目展开。中
方兵力为“盐城”号导弹护卫舰、“洛
阳”号导弹护卫舰、“太湖”号远洋综
合补给舰以及 1架舰载直升机和 10

名特战队员。喀方派出三艘巡逻艇
和 10名特战队员。整个演练过程安
全顺利，中喀两军指挥协同、兵力运
用、舰艇调动配合默契。

圆满完成海上联合演练后，中国
海军第十六批护航编队正式结束对
喀麦隆为期 4天的友好访问，前往下
一站安哥拉。喀麦隆是中国海军第
十六批护航编队访问非洲的第五站，
此前编队已完成了对突尼斯、塞内加
尔、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的友好访问。

环球时讯
GLOBAL PRESS叙利亚大选开始投票

反对派坚决抵制 巴沙尔优势明显

6月 3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马扎区一处投票站，工作人员做准备工作。叙利亚
总统选举当地时间 3日 7时开始投票。 新华社发

派系握手各取所需 政治博弈仍将继续

巴内部和解喜中有忧

6月 2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前左五）与巴勒斯坦新联合政府总理拉米·哈姆达拉（前右五）等
内阁成员在宣誓就职仪式上合影。 新华社发

俄乌欧三方会谈取得新进展

乌付首笔欠款 俄承诺不断气

波罗申科正式当选乌总统
■相关新闻

中喀举行首次反海盗演练

6月2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全
球开发者大会上讲话。苹果公司当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举行 2014年
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iOS 8和新版OS X操作系统。 新华社发

苹果发布iOS 8操作系统

德测试意念驾机飞行

安抚盟友 给乌打气

奥巴马访欧发放“定心丸”
■国际时评

6 月 1 日，泰国士兵在曼谷商业区巡逻。泰国“全国维持和平秩
序委员会”3日宣布，解除芭堤雅、阁沙梅岛和普吉府三地宵禁，以期

“为旅游业创造有利环境”。据悉，自 5月 22日政变以来，泰国旅游业
遭受重创，入境泰国的外国游客数量锐减 20％。 新华/法新

泰军方解除旅游地宵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