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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不到!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同叙利亚之间已从
$亲密伙伴%发展为$反目成仇%& !月 !"日!阿盟部长级委员
会会议宣布!断绝与叙利亚当局一切外交联系!并同时呼吁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

叙利亚反对派对巴沙尔政权发起全面进攻后!巴沙尔政权
面临考验& 继 !月 "#日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自杀性爆炸案后!!

月 $$日叙利亚政府军在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多处地点再与反对
派武装交火!反对派声称将夺取这座主要商业和工业城市&

与此同时!叙利亚当局面临更严峻的外部压力& 根据外
媒报道!欧盟在 !月 $%日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叙利亚的制裁!

将强化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措施!并检查被怀疑载有武器的
轮船与飞机& 这是自 $&'"年 %月叙利亚国内爆发反政府示
威浪潮以来!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实施的第 "!轮制裁&

据中东媒体报道称!巴沙尔的代表正与反对派讨论国家
权力和平过渡问题!并提出了移交权力的具体条件& $阿拉伯
电视台%引用叙利亚反对派权威消息人士的话说!$为了接管
政权!叙利亚国内外各反对派正就任命'叙利亚临时军事委
员会(主席问题进行紧急协商!巴沙尔的代表也参加了协商&

在协商中! 一些阿拉伯国家表示愿意给巴沙尔提供政治避
难!巴沙尔的代表强调!在巴沙尔彻底离开叙利亚前宣布辞
职!并把权力移交给临时军事委员会)俄罗斯等大国要保证
巴沙尔不受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

会议形成决议呼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 如果巴沙
尔同意移交权力! 阿盟将为巴沙尔及其家人安全离境提供
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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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月!叙利亚局势日益不
容乐观!国防部长遇害身亡!巴沙
尔本人一度被传不知所踪!风雨飘摇
之际!(%日! 巴沙尔胞弟马赫尔带领共和
国卫队在大马士革与反对派激战! 誓要彻底
驱逐反对派& 分析人士认为!如今巴沙尔唯一
能够依靠的就是这支王牌部队! 而这支王牌
部队也见证了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近半个
世纪的兴衰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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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 年的叙利亚共和国卫队!

最初目的是保卫叙利亚政府官员免遭外部
威胁! 因为当时老阿萨德面临逊尼派穆斯林
兄弟会与以色列的双重威胁& 该部队一直由
阿萨德家族掌握!负责保卫大马士革安全!也
是叙利亚唯一一支允许在首都活动的军事力
量&

为了保证绝对忠诚! 卫队人员多来自于
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 阿拉维派在叙
利亚属于少数派! 占叙利亚总人口的 )(,左
右& 但叙利亚大多数民众信奉逊尼派!视阿拉
维派为异端& 这让老阿萨德决心建立一支真
正属于自己的军队! 他相信只能用自己的血
脉捍卫自己&

事实证明老阿萨德当年的深谋远虑不无
道理!本月初!叛逃土耳其的共和国卫队少将
塔拉斯便不是阿拉维派!他出身于逊尼派!叛
逃前在共和国卫队中指挥装甲旅! 这支装甲
旅对他异常忠诚& 有分析称其手下装甲旅将
因其叛逃而脱离共和国卫队! 这无疑撬开了
阿萨德政权上最坚实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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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是一支由 )万人组成的装甲部队& 老
阿萨德对其厚爱有加!他特别从代尔祖尔油田
获得的收益中拨出专款给共和国卫队!优先保
证该队的武器装备和官兵们的生活物资!这部
分开支占据了叙利亚财政预算很大一部分&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家族对军队控制!老阿
萨德任命弟弟里法特为卫队司令! 里法特对共
和国卫队功不可没! 他将共和国卫队打造成叙
利亚战斗力最强*武器装备最为精锐*对总统最
为忠心的禁卫军& 在过去岁月中!这支部队一次
又一次不惜一切手段捍卫了阿萨德家族&

老阿萨德执掌的复兴党隶属阿拉维派!

与国内的逊尼派矛盾丛生& )*#(年!穆斯林兄
弟会武装在哈马市发动叛乱& 叛乱者攻占了
省政府大楼! 杀死了包括省长在内的 (&&多
名复兴党官员&

)&天之后!老阿萨德便命令共和国卫队总
司令里法特前去镇压叛乱&里法特带领这支
) 万人的精锐部队和第三装甲师!在叛乱城
市展开了挨家挨户的清剿!整座城市几乎被
毁!反叛者被连根拔除!从此穆斯林兄弟会
在叙利亚销声匿迹!只能流亡国外&

著名观察员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著作,从贝
鲁特到耶路撒冷- 中记录了里法特在平叛前的
话语!$我不希望看到有哪间屋子没有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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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事无常! 老阿萨德将王牌部队交
与弟弟!但是 )*#%年这位胞弟却意图趁其重
病发动军事政变!千钧一发之际!阿萨德强撑

病体! 在长子巴希尔陪同下赶赴共和国卫队
军营& 阿萨德怒斥胞弟里法特!$你要推翻国
家吗. 我就站在你面前!我就是国家/ 阿萨德
就是叙利亚/ %里法特被镇住!不敢轻举妄动0

随后! 阿萨德解除里法特共和国卫队司令一
职! 自此这一职位便从未由老阿萨德儿子之
外的人担任&

里法特政变一事深深触动了老阿萨德!

他更加攥紧了共和国卫队军权! 此刻让他信
任的只有自己的接班人111长子巴希尔!巴
希尔被任命为共和国卫队司令!但不幸的是!

巴希尔在 )**-年因车祸身亡!家族重任落到
了排行第二的巴沙尔身上&

老阿萨德深知若想让巴沙尔顺利接班!

必须树立巴沙尔在军队的权威! 特别是要牢
牢掌控共和国卫队& 因此!阿萨德将巴沙尔安
排到了曾经培养过自己的霍姆斯军事学院&

次年!巴沙尔毕业!军衔从上尉晋升为少校&

)***年!巴沙尔升为上校时!他已经成为叙利
亚共和国卫队的副司令兼任 )&. 装甲旅旅
长!完成了在军队的原始资本积累&

为了进一步巩固阿萨德家族对共和国卫队
的控制! 巴沙尔的弟弟马赫尔也被安排在共和
国卫队中担任上校一职& 马赫尔在大学毕业后
就加入了共和国卫队!并在担任上
校期间结识了很多同样在卫队中
服役的叙利亚高官子弟!建立了自
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叙利亚高层看来! 共和国
卫队不单单是一支实力强劲的劲
旅!同时也是培育叙利亚未来权力
精英的摇篮& (/&&年!巴沙尔登上
总统宝座之后!便将共和国卫队交
给了自己的弟弟马赫尔&升任司令
后的马赫尔!很快将叙利亚武装部
队中实力最强的第四装甲师也收
入麾下!不断扩充卫队实力&

去年骚乱后! 马赫尔领导的
共和国卫队在首都与反对派发生
过多次正面对抗! 竭力维护哥哥
的统治& 但分析人士称!昔日伊拉
克共和国卫队不能挽救萨达姆!哈
米斯军团也不能挽救卡扎菲!而流
淌着阿萨德血液的叙利亚共和国
卫队能否成为捍卫巴沙尔政权的
最后堡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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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 最后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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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总统穆尔西 (-日任命看守内阁灌溉与水资源部长
希沙姆+甘迪勒出任新总理一职!负责组建穆尔西当选后
的首届内阁3

甘迪勒于 (&))年 !月出任前总理谢拉夫内阁的灌
溉与水资源部长& 谢拉夫下台后!他又入选詹祖里政府!

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甘迪勒早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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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日在日内瓦正式通
过中国输美暖水虾*金刚石锯片案专家组报告!认定
美国在有关反倾销调查中使用归零方法计算被调查
企业倾销幅度的做法违反了,反倾销协定-!不符合世
贸组织规则&

在当天进行的争端解决机制会议上!美方未就报告
提出上诉& 美方代表表示愿执行报告有关建议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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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希腊连续两次举行立法选举! 导致几乎所
有改革计划停滞& 目前! 希腊仍面临数百亿欧元减赤
缺口!第二轮 )%&&亿欧元"约合 ).!!亿美元2的资金
救助已显不足& 在此情况下!希腊和国际社会均面临
两难选择4 要么希腊新政府不顾大选承诺实施更严厉
的紧缩政策!要么国际社会向希腊追加信贷支持&

德国经济部长菲利普+勒斯勒尔 ((日表示!如果
希腊不能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 就不能获得下一笔
救助贷款& 希腊将丧失偿债能力!或许希腊会主动退
出欧元区& 他还表示!希腊退出欧元区不再是一件不
可能的事!也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 另据德国,南德
意志报-(%日报道!德国政府不准备向希腊提供超出
承诺之外的资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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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法国政府官员确认!一名男子 (%日在
留尼旺岛附近印度洋海域冲浪时因鲨鱼袭击丧生&

这名男子名为亚历山大+拉什卡!现年 ((岁!是留尼
旺岛民& 留尼旺岛政府发言人塞尔日+比多说!拉什卡当
时在岛西侧 )&&米外冲浪!一头鲨鱼咬断他的右腿&其他
冲浪者把拉什卡拖上岸!救援人员积极施救超过一小时!

试图让他恢复知觉!但没有成功&

暂时不清楚袭击男子的鲨鱼种类&

近两年来! 留尼旺岛附近海域鲨鱼袭人事件增多&

(&))年初以来共计发生 !起人员遇袭事件! 去年 +月和
*月都有人员因鲨鱼袭击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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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欧盟委员会* 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50122组成的$三驾马车%代表团 (-日重返希腊!对希腊
履行救助协议的情况展开评估! 以决定是否向其发放第
二轮救助的款项&

德国,明镜-周刊援引欧盟高级官员的话称!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不打算继续向希腊提供援助! 希腊 *月出现
国家破产的可能大增&

德国经济部长菲利普+勒斯勒尔声称!希腊退出欧
元区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希腊不能遵守严格
的财政纪律! 它就不能获得下一笔救助贷款& 希腊将
丧失偿债能力!或许希腊会主动退出欧元区& 不能
落实改革目标和遵守财政纪律的国家必须承担
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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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日夜
间宣布!决定将欧元区拥有 %3评级的德国*荷兰和卢
森堡的评级展望调降为负面&

穆迪在其官方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是因为$在
现行政策框架下! 围绕欧债危机结局的不确定性在增
加! 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传
染风险!其中包括可能给其他欧元区国家!尤其是西班
牙和意大利等国寻求更大规模集体支持的可能性在增
大& 要保持欧元区不解体! 救助的成本将主要落在这
些国家身上& %

穆迪说! 芬兰是欧元区 %3评级国家中唯一一个
拥有$稳定%展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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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元区近日密集传出负面消息! 欧元汇率创新
低!表明今年 +月以来欧元小幅反弹是短期的!并非下滑
趋势的结束&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欧债危机未有改观!欧元
区及世界经济形势复杂!欧元中期将保持疲弱&

分析认为! 虽然欧洲领导人在本次峰会上表达了建
立$真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愿景!但是人们仍未看到
将这一愿景变成现实的实质性路径& 由于德国反对共担
债务并主张建立政治联盟! 招致包括法国在内的欧元区
多数国家抗议! 欧元区一体化之路中短期内仍将走得十
分艰难&

西班牙和希腊紧缩措施可能令本已黯淡的经济基本
面继续恶化!使西班牙和希腊难以彻底摆脱经济萧条& 而
且!意大利等身陷危机的国家的经济形势也令市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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