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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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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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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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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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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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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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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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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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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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共商、共建、共享”……这
些耳熟能详的词汇，被陆续写进联合国决
议文件，成为彰显东方智慧的联合国官方
词汇。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的合作指导原则。11日，第71届联
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首次将这组中国词汇纳
入联合国文件，并且使之与此前已纳入联合
国文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文出现。

在“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中的核
心作用”议题下，第71届联大通过“联合
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要求“各方本
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
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同时重申“联合

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发挥核心
作用， 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
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表明上述
理念以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
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联合国的
贡献。”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署长施泰纳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
呼吁全世界相互依存、加强合作。事实上，合
作共赢是联合国的核心理念，只有合作才能
够落实联合国的和平发展理念，才能够实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
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

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继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后，“一带一
路”这个打着深深中国烙印的词汇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道被写进联合国决议。

联合国决议陆续纳入中国理念的背
后是中国对世界日益增多的贡献， 体现
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智慧。据统计，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不
断扩大。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
到145亿美元。中国企业已在沿线20多个
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 累计投资
超过185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增加了近11

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正在实施“十三五”规划，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施泰
纳在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期
间，曾把“绿色金融”作为该机构的年度工
作重点。在中国政府和金融界的努力下，中
国已出台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性文
件，并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
上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议程。施泰纳说，中
国在绿色经济、 绿色金融等方面为世界发
展作出了贡献。

4月27日， 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关于
纪念“世界创新日”的决议，确认创新对推
动各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呼吁各国支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这一理念被写
入联合国决议，显示了创新作为推动可持
续发展重要动力已成为广泛国际共识，中
国方案再次为全球课题贡献智慧。

“生态文明”也是施泰纳尤为关注的
中国词汇之一。他说，中国政府近几年把
自己的发展路径、教训和新的发展思路
与世界分享，是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2日电）

彰显东方智慧
中国词汇唱响联合国

叙利亚离和平还有多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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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直落三局，纳达尔9月11日轻取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的南
非选手安德森，捧起个人第3座美网冠军奖杯。

连下两城，林丹9月8日轻松拿下小将石宇奇，实现全运会
羽毛球男单四连冠。

坚毅的老将在2017年延续着自己的统治地位。 费德勒、 纳达
尔、林丹……这些陪伴着80一代成长的常青树依旧活跃着。

老将的统治固然可贵，却成了新生代难以迈过的一道坎。新人虽
然给今年美网带来年轻气息，但还不成气候，被看做四号种子的小兹
维列夫第二轮草草出局，杀入决赛的安德森在纳达尔面前显得稚嫩；
28岁的谌龙在里约奥运会上斩获羽毛球男单冠军后一度陷入低迷，
世锦赛半决赛遭遇溃败，全运会更是第二轮出局；21岁的石宇奇虽被
看做未来男单的希望，但对阵林丹显示出明显差距，还难以“接棒”。

新人涌现是个极好的信号，正如今年美网，中国小将吴易
昺夺得青少年组冠军，并与搭档许育修拿下男双桂冠，成为
美网青少年组历史上第3位双冠王。

面对新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在体能、朝气上拥有天
然优势，也对于他们因经验不足而出现的起伏给予理解。但残酷的
竞技场，要想赢得自己的地位，小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面，包
括意志的锤炼，时间的打磨，经验的积累等。

31岁的纳达尔再次捧杯，34岁的林丹宝刀不老。 当老将依旧
“年轻”，新一代不能打破老将的统治，那绝不会是一种幸事。

NBL季后赛半决赛再负一场

湖南金健米业0比2落后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王亮）9月13日进行的NBL

（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季后赛半决赛， 湖南金健米业队客场
102比120不敌陕西信达队，大比分0比2落后。

9月10日半决赛首场比赛，尽管是主场作战，但由于首轮
与洛阳中赫队打满5个回合，湖南金健米业队明显不在状态，
以95比132大比分失利。来到客场，湖南金健米业队状态有所回
升，首节以31比27领先。但随后3节，主场作战的陕西信达队渐入佳
境，在第二节反超后，最终以18分的优势拿下比赛。

9月15日，湖南金健米业将继续客场挑战陕西信达队，这
将是金健米业队的生死之战。

国际观察

� � � � 9月9日，亲政府武装人员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北郊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武
装分子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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