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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国王御令

巴育正式成为泰国总理
新华社曼谷8月25日电（记者常

天童 张春晓）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
25日签署御令，正式任命“全国维持和
平秩序委员会”主席、陆军司令巴育为
泰国第29任总理。巴育当天在陆军总
部接受了国王御令。

当天泰国电视台统一播出御令发

布仪式。国会秘书长宣读了国王御
令。御令中说，国家立法议会通过投票
一致同意巴育为总理，巴育是资质合格
且令人放心的人选，因此批准巴育任泰
国第29任总理，从现在起负责管理国
家。随后巴育向国王照片行礼，代表接
受任命。

巴育上任后发表讲话，承诺将为泰
国人民的利益恪尽职守，表示将选择内阁
成员，尽快成立政府。他说，政府、维和委
员会及全体民众将一同努力解决国家各
方面的问题，开展改革工作。

一名军方消息源此前透露，巴育上
任后并不准备立即进驻总理府办公，而

是将陆军总部当做临时办公室。
本月 21 日，泰国国家立法议会

召开会议选举过渡政府总理，作为唯
一候选人，巴育以191票同意、3票弃
权的票数当选。按照泰国临时宪法，
立法议会负责推举总理，国王批准后
正式生效。

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国
王普密蓬25日签署御令，任命“全国
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陆军司令
巴育为泰国第29任总理。

当天，巴育表示，新一届政府内阁
成员名单将在10月前提交国王御准。

泰国媒体预测，巴育将提名军方
人物为副总理，以确保其命令得到贯
彻。据此，泰国军方的“二号人物”、武
装部队司令塔纳萨有望出任副总理兼
外交部长。

而泰国海军总司令纳隆也被猜测
可能出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泰国空军
总司令巴津可能成为副总理兼交通部
长。此外，此前在泰国军政府处理法律
事务的将军派汶预计将出任司法部长。

泰国媒体称，巴育并没有暗示谁
将出任国防部长一职，因此他很可能
自己会出任防长，以继续直接控制军
队。巴育目前仍为泰陆军总司令，不
过他的服役期限将在9月底前届满，
届时他应将退出现役。

此前，泰国家立法议会21日举
行第三次会议，投票选举巴育为过渡
政府总理，巴育由此成为该国第29
任总理。

巴育获得了出席是次会议194名
议员中191名议员的支持，泰国家立
法议会议长蓬碧、第一副议长素拉猜、
第二副议长皮拉萨等3人投了弃权
票。巴育也是当天过渡政府总理选举
的唯一候选人，巴育本人没有参加当
天的会议。 (中新)

泰媒猜测政府内阁人选：

巴育或自己
出任防长

带领三军发动
军事政变的强人

巴育生于1954年3月，是泰国东
北部呵叻府人，曾在被称为“泰国的西
点军校”的朱拉宗告王家陆军军事学
院学习。军校毕业后，巴育进入军队
服役，步步晋升，2010年10月出任陆
军司令至今。按照泰国法律，巴育将
于今年9月从军队退休。

2014年5月22日，巴育带领三军
发动军事政变，结束了泰国持续近半
年之久的动荡局势。

巴育是泰国朱拉宗告王家陆军军
事学院预备役学校第12级学员，毕业
于1969年。早期跟随早他两届、军官
预备学校10级的阿努蓬。之后，巴育
与阿努蓬共同服役于第21步兵团的王
室卫队。

2006年的政变，改变了巴育被边缘
化的命运。巴育联合了许多12级的同
学，一举将阿努蓬推上了军队权力之巅。

2009年10月，巴育升任陆军副司
令。

2010年4月和5月，巴育参与强力
解散延续了数星期的反政府示威抗议
运动。

2010年9月2日，泰国国王普密蓬
任命时任陆军副司令巴育为陆军司令。

2014年5月20日，巴育率领皇家

陆军宣布泰国全境戒严，并邀请政治
危机中的各方进行会谈。

2014年5月21日下午，巴育召集执
政党、反对党、选举委员会高层官员以及
亲政府、反政府示威领导人和看守政府总
理开会，商议当前政治危机的出路。

2014年5月22日，多方会谈破裂，
巴育随即宣布发动军事政变，国家维
和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泰国军方宣
布将由陆军司令巴育兼任代理总理。

脱下戎装就任总理

当地时间8月21日，正如此前广
泛预测的那样，泰国议会提名巴育出
任临时总理。21日上午10时53分宣
布了最终的结果，共191票推选出陆军
司令巴育出任泰国第29任总理。而巴
育本人当天则未出席这一会议。

泰国于今年5月发生了军事政变，
经过激烈抗议及政府停止运作数月
后，事情开始迅速发展。用巴育本人
的话来说，他发动政变是为了要结束

“在曼谷和泰国许多地方发生的暴力
事件，这些事件导致许多无辜生命和
财产的损失，而且很有可能会愈演愈
烈”，而如今则政局日益稳定。

在泰国的政变发生之后，泰国国
王普密蓬曾承认陆军司令巴育为政府
领导人，这使其得以继续活跃于政治
舞台。在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泰国何时

才能回归民主时，巴育当时回答称：
“当泰国不再存在政治冲突时，我们便
能重返正轨。”

新体制已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泰国军方一直在致力
于打造一个新的执政体制，形成政府
的雏形。

今年7月22日，泰国国王批准军
方提交的临时宪法，其内容使政变取
得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并大赦军方人
员，为军方成立的“国家和平秩序维护
委员会”的权力地位铺平道路。

据军方表示，新体制最终将有助
于泰国社会的和解与团结。事实上，
巴育领导的军政府钦点了泰国议会的
新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军界和警界人
物。而该议会也在7月份颁布临时宪
法，赋予军政府压倒性的权力。

接着，8月7日，泰国新成立的立法
议会召开了首次会议。由泰国王储哇
集拉隆功领导的立法议会被要求负责
进行军方提出的回归民主计划的第二
阶段。立法议会的职能将提名新过渡
政府总理，制定新宪法并实施改革。
终于在21日，临时总理产生。

试图消除他信影响

巴育先前公布一份“三步走”的路

线图，提出修改宪法、实施改革，最早
在2015年举行大选。按路透社说法，
巴育提出的不少改革措施响应了前总
理他信反对者的要求。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帕温·查查瓦
尔蓬本认为，军政府试图在把权力交
还给民选政府前消除他信的所有影
响。“精英阶层想要获得对政治的控
制。在过去十年，他们的主导地位被
他信通过选举拿走了，”帕温说，“他们
正试图……确保与他信有关系的政治
人物无法卷土重来。”

玛希隆大学讲师戈吞说，难以预
计巴育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如果
他不尊重改革、过渡政府和选举的时
间点，我们就有麻烦了，”戈吞说。

未来仍有不少疑问

泰国计划在 2015 年 10 月举行
新的大选，而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
间。作为临时总理，巴育将会采取
哪些具体措施，目前还有待观察。
此外，军方最终是否愿意交出所有
的权力，以及会在何时交出权力，
迄今仍是未知数。这些疑问随着巴
育的走马上任将会一直在泰国政坛
存在。

巴育上台后将面临着严峻的
经济挑战，以及对于他政治能力的
考验。 （来源：环球网）

巴育——
决定泰国走向的强人

叙利亚官方媒体和一些观察组织
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4日攻占位于
叙东部拉卡省的塔卜卡空军基地，使叙
政府军失去了在这一地区的最后一处主
要据点。

塔卜卡空军基地距离“伊斯兰国”所
控制的省首府拉卡市大约45公里。叙
政府军在这里部署了数个战机中队以及
直升机、坦克、火炮和弹药储存设施。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
观察组织”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19日
开始发动大规模攻势，在数轮进攻后于
24日冲破了政府军防线。叙利亚政府军
曾派遣援军，多次发动空袭打死不少武
装人员，但最终未能阻止基地被占领。

“叙利亚当局的一些部队撤离，现在
‘伊斯兰国’已经完全控制了塔卜卡，”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阿卜
杜勒－拉赫曼说，“这使拉卡成为首个完
全脱离政府控制的省份。”

反对派组织地方协调委员会确认，
武装人员已经控制了塔卜卡基地。一名
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有人在拉卡市
鸣枪庆祝。

官方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证实塔
卜卡基地失守，但表示部队在撤退后成
功重新集结。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伊斯兰国”占领
叙空军基地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伊斯
兰阵线”消息人士说，虽然“伊斯兰
阵线”已经派出谈判人员与“伊斯兰
国”交涉，要求“伊斯兰国”释放其挟
持的日本人汤川遥菜，但后者尚未
接受谈判。

共同社24日援引“伊斯兰阵线”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斯兰国”以仍
在交战为由，没有就释放汤川遥菜接
受实质性谈判。

“伊斯兰阵线”先前表示，希望以
“换俘”为条件争取汤川遥菜获释。

“伊斯兰阵线”地方指挥官称，汤

川14日在阿勒颇郊外被“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挟持，有消息称他已经被转
移到市郊的巴布。

汤川遥菜42岁，在东京经营一
家“私人军事企业”，向雇主提供雇
佣兵。“伊斯兰阵线”称，汤川遥菜
赴叙后，参与“伊斯兰阵线”武装人
员行动。获知汤川被挟持，“伊斯
兰阵线”一直在试图联系“伊斯兰
国”。

“伊斯兰阵线”和“伊斯兰国”虽同
为反政府武装，但双方关系敌对。

陈立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伊斯兰国”不放日本人质

8月24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入口，几名“利比亚黎明”民兵坐
在武装皮卡上。

当日，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发表声明，将“利比亚黎明”部队和“安萨尔旅”列为
恐怖组织，并称将全力支持军队对其进行打击。“利比亚黎明”民兵武装23日夺取
了对首都的黎波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 新华社发

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发表声明

将“利比亚黎明”和“安萨尔旅”
列为恐怖组织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24日证
实，2012年在叙利亚遭绑架的美国记
者彼得·西奥·柯蒂斯当天获释。

克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上周
发生另一名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被

“伊斯兰国”组织杀害的悲剧后，“我们
对于西奥·柯蒂斯正在回家感到欣慰
和感激”。

克里说，现年45岁的柯蒂斯是被

叙利亚极端组织“救国阵线”绑架的。
这一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并一
直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已经得知柯蒂斯获释，
对此同样感到高兴和欣慰。声明还
说，美国政府将继续尽一切努力解救
其他美国人质。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被“救国阵线”绑架近两年后

美记者在叙获释

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家成功在实验室中“制
造”出具有完备功能的老鼠胸腺。也许在不远的
将来，危重病人不再需要等待捐献器官，而是可以
在实验室中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

研究人员从老鼠胚胎中提取了纤维原细胞，
把它重新“编程”，成为胸腺细胞，再把这些细胞与
其他胸腺细胞混合，注入老鼠体内。一段时间后，
这些细胞长成了与健康成年鼠胸腺具有同样结构
和功能的器官。

胸腺是免疫系统的核心，可以产生T细胞。
这种细胞可以“侦查”体内的异常细胞，从而触发
免疫系统，起到抗击疾病的作用。

先前曾有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心脏、肝
脏甚至大脑的某一部分，但这是首次有科学家制
造出完整且功能完善的器官。

英国《每日邮报》25日引述研究带头人克莱
尔·布莱克本的话报道：“在实验室中，拥有用细胞

‘种’出器官的能力，是再生医学的终极目标之
一。我们通过直接对细胞进行重新‘编程’来制造
出人工细胞，这种细胞在移植后可以形成一个具
有完备功能的器官。” 荆晶（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科学家成功造器官

如果在美国旧金山，你可能会在收银台刷手
机；如果在英国伦敦，或许你轻敲了下智能手表；
在肯尼亚内罗毕，你可能发送了一条短信；若是在
瑞典伦德，你可能只需要伸一伸手。

10年前，没有几个人想过，未来人们除了使
用现金外还有那么多途径可以用来完成交易。

“非接触卡”支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从目前来看，最有发
展前景的支付方式当属使用“非接触卡”——进行
小额支付时，人们只需要拿着卡片在读卡器前轻
轻晃动即可。

这种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NFC）已经存在
多年，但直到最近两年才开始迅猛发展。今年3
月，英国人通过这种支付方式消费了1.09亿英镑
（约合1.8亿美元），是前一年的3倍。

业内人士分析说，非接触卡的推广为支付的
更高级方式——手机支付奠定了基础。届时，人
们不再需要各种银行卡，只需要刷手机就可以完
成付款。

低功耗蓝牙技术支付

低功耗蓝牙（BLE）技术也被应用到支付领
域。提供在线付款解决方案的著名公司Paypal
推出了一款移动支付硬件设备，取名“灯塔”
（Beacon）。这款设备放置在商户处。智能手机
上安装了相关软件的消费者走入商铺时，软件就
会启动，同时震动手机以提醒客户已经“签到”。
挑选完货物付款时，消费者并不需要使用手机或
银行卡，只要通过语音识别确认购买即可。

刷手掌付款

如果你觉得这种方法太“神”，让人感觉不太
踏实，也可以试试刷手掌付款。

刷手掌来识别身份并非什么新技术，但把它
与支付结合起来倒是瑞典工程师弗雷德里克·莱
夫兰德的创意。购物后，消费者只需要把手掌贴
在扫描器上，接着输入手机后4位号码即可。扫
描器会用大约5秒时间读出你手掌中的血管走
向，确认身份。

当前，这种支付方式在瑞典伦德大学附近的
15家商户推广，共有大约1600人经常使用。

荆晶（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未来我们怎么支付？

美国拉尔夫·劳伦服饰公司执行副总裁戴维·
劳伦说，公司计划25日发布新品牌“马球技术
（Polo Tech）”，销售高性能的智能压缩上衣。公
司已请球员和球童试穿这种上衣并得到反馈，预
期春季上市销售。

上衣收集的数据将储存在“黑匣子”中。“黑匣
子”不仅能捕捉动作和方向，还能把应力水平和能
量输出等数据传给“云端”，供平板电脑或智能手
机展示。

劳伦说，希望这种技术能帮助客户过得“更快
乐、更健康”。 （新华社微特稿）

智能穿戴技术
改进奢侈时装

科技

近日，一名设计师在巴黎科学与工业城介绍
多腿风力机器人。

启动于1986年的巴黎科学与工业城并不是
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而是一处运用游戏方
式来介绍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实验工场。它涵盖了
宇宙、生命、物质和通讯交通四大部分，并设有图
书馆和多媒体馆等设施，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新华社记者 陈晓伟 摄

探秘巴黎科学与工业城

国际
观察

8 月 25
日，在泰国曼
谷陆军总部，
新任命的泰
国总理巴育
向泰国国王
普密蓬·阿杜
德的照片行
礼。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