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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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迪沃斯托克。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在内战和大国博弈漩涡中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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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４天的印度国际防务展
日前在印度南部城市金奈落下帷
幕。 作为两年一度的防务盛会，
本届防展已是第十届， 吸引了来
自４７个国家的６７０家企业参展。

印度在本届防务展上一改常
态， 打出 “新兴国防制造中心”
的主题， 显示出印度希望从传统
武器进口国转型为武器出口国的
梦想 。 然而 ， 印度尽管拥有雄
心， 但要打造军工强国， 恐怕还
面临不少阻碍。

“印度制造” 彰显改革决心
本届防务展以 “新兴国防制

造中心” 为主题， 凸显出印度由
武器进口国向出口国转型的期
待。 本届防务展上， 印度企业也
在努力唱主角。

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后提出多
项改革措施， 其中 “印度制造”
最为亮眼。 莫迪在出席本届防务
展开幕式时说， 他将履行对国防
制造业 “印度制造 ” 计划的承
诺， 表示将在全国建立国防创新
中心， 为有志参与国防制造的初
创企业提供必要的孵化和基础设
施支持， 以便掌握核心技术的中
小型企业可以进入该领域。

他同时指出， 印度政府已经
决定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和北
部的北方邦建立两个国防工业走
廊， 并称这两个国防工业走廊将
利用区域内的有利条件， 进一步
发展成引领印度经济发展和国防
工业基地增长的引擎。

期待成为武器出口国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今年３月发布的报告， 印
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
国 ， 过去５年间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
年） 印度的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
进口量的１２％， 其间， 俄罗斯仍
是印度的第一大武器供应国， 其
次是美国和以色列。

与此同时， 印度还是主要的
军工技术采购国。 目前印度引以
为傲的 “布拉莫斯” 超音速导弹
已实现海陆空发射平台全覆盖，
这一导弹系统就是由印度与俄罗
斯共同研发而成。 此外， 印度与
法国联合制造的 “鲉鱼” 级潜艇
已下水３艘 ， 另有３艘正在建造
中。 该级潜艇由法国设计， 印方
在获得相关技术转让后生产。

尽管拥有世界最大武器进口
国地位， 但印度也在积极修炼内

功，朝着武器出口国的目标迈进。
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本周

早些时候表示， 印度是世界上最
大的防御武器进口国之一， 但随
着军事设备制造能力的稳步增
强， 这一情况将会改变。 她希望
将印度军事工业向海外推广， 称
“这样其他国家才会看到印度的
军事设备制造业潜力， 而不是一
直将印度视为军事设备购买方”。

技术能力落后是最大阻碍
尽管印度对成为武器出口国

抱有信心， 但其军工生产水平落
后也是客观事实。 新华社记者在
本届防展上看到， 尽管参展的印
度军工企业不少， 但是大多数参
展企业还在从事军服、 枪械等基
础武器装备制造， 通信、 火炮、
战车， 特别是航空飞行器等领域
的制造水平并不尽如人意。

印度著名军事评论家巴克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印度武
器设计和制造能力不足， 投入产
出比太低。 尽管通过技术合作转
让， 印度的导弹系统研发能力有
了提升， 但其在航空器等方面的
制造能力依旧无法令人满意。

据新华社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举行核潜艇演习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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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受高等教育女性多于男性

为期4天的第16届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展4月16日在吉隆坡开幕， 中
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5家企业以 “中国防务” 整体形象参展 ，
展示中国军工科研生产实力 。 图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
16届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展上，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前右） 在 “中国
防务” 展区参观。

新华社发

中国军工亮相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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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期待转型为武器制造强国

新华社电 墨西哥农业 、 畜
牧业、 农村发展、 渔业及食品部
（以下简称 “农业部 ”） 日前宣
布， 该国生物燃料研发工作取得
新进展， 科研人员成功利用松子
提炼出了生物柴油。

墨西哥农业部发表声明说 ，
由墨西哥国家森林、 农业与畜牧
业研究院挑选的７０人组成的科研
团队一直致力于积极开发生物能
源， 力求使可提炼生物燃料的原
料更加丰富多样。

研究人员指出， 松子出油率
高、 品质好， 不占用农业资源，
也不影响粮食生产， 是制取生物
柴油及混合柴油的理想原料。 这
一成果将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排放。

目前拉美地区最常见的生物
燃料主要分为两种， 即以甘蔗、

玉米芯为原料的生物乙醇和以油
料作物提取物为基础制取的生物
柴油。

墨西哥一直是拉美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 该
国政府十分重视清洁能源开发利
用， 特别是凭借地域辽阔、 物产
丰富的优势， 尝试利用大豆、 棕
榈、 蓖麻等多种油料作物提炼生
物柴油。

墨西哥国会为此专门通过了
一项生物燃料促进法修订案， 将
生物燃料的原材料种类从最初的
玉米和甘蔗， 拓宽到农林牧渔任
何行业产生的有机材料， 以及工
农业废料和植物纤维等。

该法案还要求相关部门在生
物燃料生产的配套基础设施、 储
存、 收购、 加工和产业化发展等
各方面给予扶持。

墨西哥利用松子提炼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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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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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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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执政 头顶“化武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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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