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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热追踪

(上接B01版)

海湾国家

究竟有何企图
海湾国家跟美国走得比较

近，不希望叙利亚变成一个强国，
总想自己出头露面。

齐鲁晚报：在叙利亚问题上，
沙特、卡塔尔主导的阿盟为什么
一直反对叙利亚现政权？有人说，
叙利亚局势背后有教派冲突的因
素。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时延春：这一问题比较复杂，
其中虽然有教派因素，但也没有
某些评论那么夸大。

叙利亚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
尽管目前掌握政权的是占人口少
数的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但是，
从整体上看来，叙利亚宗教矛盾并
不突出。比如，尽管阿拉维派掌握
最高权力，但是叙利亚政权中历届
的总理、国防部长、外长以及大部
分内阁部长几乎都是逊尼派。同
时，逊尼派在议会、军队、复兴社会
党中占据了很多相当高的位置。当
然，国家要害部门，比如安全情报
机构、共和卫队等，多数由阿拉维
派人士主管，这样就为巴沙尔政权
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提供了
安全保证。因此，教派冲突并不是
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因素。

对于阿盟的问题，我跟阿拉
伯好多驻华使节也讨论过，我问

他们：你们怎么跟美国走到一起
了？他们表示，自从“阿拉伯之春”
后，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麻烦事。
每个国家都自顾不暇，还都面临
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斗争。比如，
阿拉伯世界老大埃及，现在国内
麻烦一大堆，根本顾不上其他国
家的事情，这样就给沙特、卡塔尔
等海湾国家提供了机会。海湾国
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国家也比
较稳定。在叙利亚问题上，海湾国
家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他们也不
希望叙利亚变成一个强国，他们
是想让自己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一些小国，像卡塔尔，人
口才几十万，但就是想出头。当前
卡塔尔等国趁着阿拉伯乱局，依
靠美国，什么事情都往前冲，提自
己的主张。只要美国愿意，他们就
抢着干。曾经有个阿拉伯外交官
跟我说，现在是较小的阿拉伯国
家在领导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们
觉得这种现象不正常。

另外，海湾国家一般都是逊
尼派当权的国家，而叙利亚、伊朗
都是什叶派执政的国家，海湾国
家也不想让这两个少数派执政的
国家做大做强，所以，一旦有机
会，就想把他们扳倒。

土耳其为何

积极介入叙危机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土

耳其希望自己能够做大，一有机

会就往前冲。

齐鲁晚报：按理说，土耳其
这个国家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但是在叙利亚危机中，它却一直
冲在前面打压叙利亚现政权，比
如威胁断电、中止能源合作等，
甚至有消息说土耳其在为军事
介入叙利亚做准备。这是为什
么？

时延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
候，土耳其占领了叙利亚的一部分
领土，这两个国家有领土纠纷，此外
还有河水资源纠纷。再就是地区政
治因素，土耳其跟美国走得比较近，
叙利亚比较独立，一直打反美、反帝
的旗号，跟土耳其不一致。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土
耳其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大，能够
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所
以他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往前冲，
力图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利比亚
发生剧变的时候，土耳其就想发
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因为离得比
较远，所以作用不是太明显。而
今，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就想
更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多米诺骨牌

最终会不会倒下
国际国内各种力量正在博

弈，还没有到完全摊牌的时候。

齐鲁晚报：对叙利亚问题，包

括联合国在内，国际各方都提出
了很多解决方案。在您看来，叙利
亚问题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巴沙
尔会下台吗？这副多米诺骨牌最
终会不会倒下？

时延春：现在看来，叙利亚巴
沙尔正处于困难境地，而且困境
还在加剧，但是，巴沙尔还没到下
台的地步。现在各方面的力量正
在较量和博弈，叙利亚危机的前
景取决于国际和国内等多种因
素。

一方面，要看叙利亚复兴社
会党和军队是否支持他；同时，还
得看反对派的发展。现在反对派
还是四分五裂，在四分五裂的状

态下，反对派在争夺政权方面还
是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要看国际上博弈
的情况，比如要看俄罗斯力挺巴
沙尔的程度。再就是，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推翻巴沙尔的决心有
多大，是不是会加大干预力度。在
近期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是
很大，但是将来的情况不清楚，今
年是美国大选年，根据大选的需
要，大选结束后可能就要加强力
度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博弈较量
中，但是还没有到完全摊牌的时
候。

（胥泽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0年10月28日，时延春大使（右）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左）
递交国书。（资料片）

阿斯玛·阿萨德在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夫人中，显然是与众不同

的一个。她更时尚——— 法国杂志《ELLE》最近将她选为“世界政治中

最时髦的女人”；她更开放——— 生于英国，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曾表

达过让叙利亚自由化的决心，《巴黎竞赛》画报曾称她为“阴影密布

国家的一束光线”；但与此同时，她非常支持丈夫巴沙尔·阿萨德。

在近日曝光的一封她写给朋友的邮件里，她自称在家里是“真

正的独裁者”。

叙利亚第一夫人：

我是家中
真正独裁者

邮件曝光奢华生活

据英国《卫报》报道，叙利
亚反对派日前向他们提供了
3000余封据称是叙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夫妇与同事、朋友
之间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来
自“巴沙尔及其妻子的个人账
户”，是叙利亚反对派成员于
去年 6月至今年 2月期间获取
的。其中一封显示，出生于英
国的第一夫人阿斯玛·阿萨德在
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她

向朋友表示，自己才是家中“真
正的独裁者”。

不过《卫报》称，第一夫人
这番“独裁者”言论，其实是她
的一个玩笑，当时她正与一位
朋友就配偶之间关注对方的程
度 交 换 意 见 。“ 就 拿 倾 听 来
说——— 我是‘真正的独裁者’，
他别无选择……”她在2011年
12月14日的邮件中写道。阿斯
玛明白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

的丈夫的。
其他邮件显示，这位第一

夫人似乎过着独裁者式的奢华
生活。在很多叙利亚人面临食
物和生活必需品短缺之时，阿
斯玛仍花费1万多英镑从巴黎
网购烛台、桌子、枝形吊灯等高
档家具。此前，阿斯玛还在巴黎
珠宝店订购了4条定制项链：3
条黄金镶钻，还有一条白金镶
钻。

学生时期很朴素

阿斯玛·阿萨德原名阿斯
玛·艾尔·阿克拉斯，1975年8月
11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叙利亚裔
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法瓦兹
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心脏病专家，
其家族在叙利亚是名门望族，与
巴沙尔·阿萨德的家族亦有交
往。阿斯玛的母亲萨哈尔则是叙
利亚驻英大使馆一秘。

在与巴沙尔结婚之前，阿
斯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
度过，优越的家境让她得以接
受良好的教育。阿斯玛曾就读
于英格兰教会小学，后来进入

“盛产”名媛淑女的伦敦精英
式女校皇后学院。

阿斯玛在皇后学院的同
学、34岁的瓦妮莎·沃尔特斯

说：“我与她的交流大多是在图
书馆，她很安静、好学。虽然友
善，但她从来没有谈及过自己
的人生。”

瓦妮莎回忆说，学生时代
的阿斯玛很朴素，总穿着老土
的马球衫、寒酸毛衣和牛仔裤，
与现在常穿香奈儿定制套装的
形象相距甚远。

精明能干有大志

从皇后学院毕业后，阿斯玛
进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计
算机科学，并获得法国文学文
凭。工作后，她曾在德意志银行
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做分析师，之
后又到摩根大通集团投资银行
高就，先后转战巴黎、纽约和伦
敦，同事都认为阿斯玛是个胸怀
大志、精明能干的女性。

关于阿斯玛和巴沙尔的
相识，有两个版本。阿斯玛曾
在一次采访中说，她和丈夫是
在结婚前一年即 1999年底在

双方家人的安排下相识并相
恋的，程序完全遵循阿拉伯传
统的“父母之命”。

而另一种更令人信服、得
到多方证实的说法是，早在
1992年，阿斯玛还是一名纯真
的大学女生时，就在一次校园
鸡尾酒会上遇到了曾经的眼
科医生、当时也在伦敦求学的
巴沙尔，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0
岁，仍然一见钟情，很快开始
了热恋。他们性格相近，由于
同受西方文化教育，两人在观

念上也都比较开放。巴沙尔回
国后仍与心上人鸿雁传书、你
来我往，电子邮件成为他们互
诉衷情的主要工具，这使两人
谈情说爱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

“网恋”状态下度过的。
2000年年底，25岁的阿斯

玛与巴沙尔结婚。在婚礼前一
个月，阿斯玛向摩根大通递交
了辞呈，但并未告知辞职的真
正原因。她的老板对此感到不
解，因为她再干两个月就可以
拿到奖金了。

活跃在国际舞台

婚后，阿斯玛为丈夫生育
了3个孩子，但她并未像阿拉伯
世界的妻子们那样相夫教子、
甘做贤内助，而是广泛活跃在
国际舞台上。

在巴黎，她因即兴做过有关
文化的长篇演讲而成名，这令克
里斯蒂娜·拉加德(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惊羡不已。2009年
接受CNN采访时，阿斯玛谴责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进攻“野
蛮”，并且“作为母亲和平民”要
求结束进攻。“这是21世纪，世界
上怎能出现这种情况呢？不幸的
是，它正在发生。”她说。

阿斯玛的国际媒体魅力攻
势的巅峰之作是在去年3月，美
国《时尚》杂志刊登了阿斯玛的
专访，文章现在已经从该杂志
的网站上消失。她被描述为“沙
漠玫瑰”、“最新鲜和最富磁性
的第一夫人”，她身着牛仔裤和

“幸福”字样T恤的照片被刊登
在封底。阿斯玛告诉《时尚》记
者，她的“中心任务”是“改变
600万18岁以下叙利亚人的思
维定式”，鼓励他们做“积极公
民”。

然而，随着叙利亚局势的
恶化，阿斯玛为政权进行的审

慎公关策略已经土崩瓦解。她
面带微笑地与丈夫一起就新宪
法在全民公决中投票，引来反
对派的指责，称她为“现代版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注：奥地利
帝国公主，后与法国国王路易
十六结婚，1793年因叛国罪被
送上断头台)。

不过，埃塞克斯大学的独
裁政权讲师娜塔莎·埃兹罗认
为，叙利亚第一夫人可能是因
害怕而缺乏同情心。“从小在英
国长大，她熟悉民主和人权，所
以她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她
说。 据《青年参考》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阿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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