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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0日宣布，
总统特朗普取消原定出访拉美行程，以专注应对
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针对叙首都大马士革东郊日
前据称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将矛头指向叙政府，并显示出联手态势，这令叙
局势加剧动荡，也加深了美国与支持叙政府的俄
罗斯之间的矛盾。

美英法联手出击美英法联手出击？？

有消息7日称，叙政府军在大马士革东古塔地
区杜马镇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平
民伤亡。叙政府对此予以否认，称这一指责是没
有说服力的“陈词滥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
定是叙政府所为，频频作出强硬表态。

特朗普9日表示，美国目前仍在研究关于化学
武器袭击的消息，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决定如
何回应此事。他还说，使用化学武器是无法容忍
的暴行，美方在军事上有很多选择来应对。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同日表示，针对叙政府
军日前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消息，美方不排除采
取军事手段回应的可能性。

针对袭击事件，特朗普与英法盟友互动频繁，
他在8日和9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两次通话，并在
10日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通话。据白宫声明显
示，特朗普与马克龙表示将以强有力的方式联合
回应叙化武问题，特朗普和梅则共同表示不能再
允许化学武器被继续使用。

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官员话说，美英法正就军
事手段打击叙利亚进行密切磋商。但三国领导人
目前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院研究
员阿夫欣·穆拉维告诉新华社记者，美法等领导人均
将叙利亚发生化武袭击视为“红线”问题。当前情况
下，美国及其盟国极有可能对叙发动袭击，而无论采
取何种军事行动无疑都会加剧叙局势动荡。

叙政府坚决否认叙政府坚决否认

东古塔地区是叙反政府武装在大马士革周边
的最后要塞。在所谓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发生
前，东古塔地区叙反政府武装和被困平民的撤离
行动正在收尾。特朗普3日还曾表示，希望美军能
从叙撤离。他认为，过去十余年，美国在中东地区
的军事行动耗资巨大却“一无所获”。

叙利亚通讯社日前援引叙外交部官员的话
说，每当叙政府军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取得
进展时，就会出现对叙政府军使用化武的不实指
责。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多次传出化武
袭击的消息。叙利亚政府反复重申，叙政府手中
没有化武，也无意获取和使用化武。

叙外交部10日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某些西方
国家对叙政府的诽谤，叙方已正式邀请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派调查团进入杜马镇，对
据称发生在那里的化武袭击展开调查。

去年4月，美军舰向叙利亚一军用机场发射59
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方称，叙政府军此前从该
机场发动了一起化武袭击，因此采取行动摧毁叙
利亚储存在此的化学武器。叙利亚当时同样坚决
否认相关指责，并表示叙军方不拥有化学武器。

美俄交恶恐加剧美俄交恶恐加剧

特朗普 8 日在推特中表示，要让使用化武者
“付出沉重代价”。他同时点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
伊朗政府，称他们因支持叙政府需承担责任。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两党普遍认为俄罗斯涉
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政界因此普遍
对俄敌意浓厚，两国关系也降至冰点。但是，特朗
普此前从没直接向普京“甩狠话”。

特朗普9日更向记者表示，美方会尽快确定使
用化武的元凶，如果俄总统普京牵涉其中，也需要
付出代价。

联合国安理会9日召开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
紧急会议，美俄代表针锋相对。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指责
美国和其盟友正在“实施一项蓄意计划，以加剧国
际紧张局势”，并警告不要在中东地区尝试“不计
后果的”地缘政治。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则措辞强硬地指责
俄罗斯，并要求安理会重新建立一个“专业和公正
的机制”以调查叙化武袭击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10日就美国和俄罗斯分别起草
的3份涉及叙利亚化武袭击调查机制的决议草案
进行表决，3份草案均未获通过。

分析人士指出，若美国和其盟友最终决定对
叙发动袭击，美俄关系无疑将再受重创，美俄加剧
对抗将不可避免。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
化学武器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
示，法国将在未来数天内与美、英等国就
叙化武袭击作出“强硬回应”。此前美国
总统特朗普也表示，美方在军事上有很多
应对选项。

叙利亚再度笼罩化武疑云，战争危机
若隐若现。俄罗斯方面警告，如果西方国
家在叙采取军事行动，将可能危及驻叙俄
军人员安全。围绕叙化武
问题，俄方在坚守避免与美
国军事冲突底线的同时，也
做好了同西方国家进行外
交斗争以及应对西方国家对叙动武的两
手准备。

外交场合针锋相对
对于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政府要为化

武袭击负责的指控，俄方公开回应称，并
无任何证据表明发生了化武袭击。据俄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军方透露，其医
务人员已对杜马镇医院进行了检查，并未
发现化武痕迹。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涅边贾表示，来自疑似事发地点的照片和
视频带有表演性质。

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动武威胁，俄
方多次作出强硬表态。俄罗斯外交部网

站援引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此次袭击
再次说明叙利亚局势非常危险。一些国
家未经叙政府允许便以反恐为借口进入
叙利亚，这些国家其实有不可告人的“其
他目的”。

涅边贾在安理会表示，莫斯科告知美
国，如果后者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打击，
将会有严重后果。

军事准备悄然进行
尽管俄官方并未正式宣布，但据多个

俄新闻媒体报道，俄在叙利亚驻军8日、9
日秘密加强了战备部署。据俄罗斯《独立
报》报道，根据俄国防部网站公布的俄军
军力调配情况，俄军在黑海、地中海以及
里海海域动作频繁。

俄军事专家尤里·涅特卡切夫表示，
部署在俄里海舰队舰艇上的“口径”巡航
导弹有能力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叙
利亚周边的军事基地实施有效攻击。

俄驻叙兵力目前主要集中在赫迈米
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并在那
里部署了 2 套俄军目前列装的最新型
S-400反导系统。此外，在巴尔米拉空军

基地等叙军事设施中也有俄军人员，从事
参谋、指导等工作。据西方媒体猜测，目
前在叙执行任务的俄军人超过4000名。

俄军事专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
为，俄军和叙政府军将首先倚重防空系
统，保护叙利亚的重要军事政治设施，其
中包括叙总统巴沙尔的官邸。

避免与美直接冲突
多名俄方分析人士认为，在可能发生

的战事中，俄方将谨守避免与美军发生冲
突的底线。

去年 4 月，美方宣称叙
政府军从中部霍姆斯省一
军用机场发动一起化武袭

击，美军舰向这一机场发射了59枚战斧式
巡航导弹，造成叙方多名军民死亡，而这
一机场被俄空军用作中转站。据俄媒报
道，在该行动之前，美方提前向俄设在叙
利亚的军事行动司令部进行了通报，避免
了俄方人员伤亡。

涅特卡切夫认为，只要俄美双方都有
避免发生冲突的意愿，那么发生直接冲突
的可能性就不会太大。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彼此交恶、
关系改善无望的当下，控制冲突烈度、避
免正面冲撞符合俄美双方利益。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社交媒体
公司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当地时间
10 日在美国参议院出席听证会，就数千
万脸书用户数据遭滥用一事接受议员盘
问。扎克伯格承认脸书在这一事件中“未
能全面审视自己的责任”，犯有错误。

分析人士认为，网络时代巨量的用户
数据对网络平台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责任，
作为平台应切实保障好用户的网络安全
和数据安全。

【新闻事实】
当天的听证会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和商务委员会联合举行，44 名参议员参
加，接近所有参议员人数的一半。11日，
扎克伯格还将在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
会“过堂”。这两场听证会是上月曝光的
脸书用户数据滥用事件的一个高潮。

在10日的听证会上，扎克伯格就脸书
公司收集用户数据以精准推送广告的商业
模式、是否涉嫌垄断和如何监管互联网公
司等问题，接受了长约4小时的问询。

有参议员问：脸书 2015 年得知 8700
万用户信息被非法泄露后却未告知用户，
这是否有违道义责任？扎克伯格回答，公
司以为数据被删除了，认为“事情已经结
束”，未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汇报。

扎克伯格表示，“我们未能全面审视
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
表示，愿同国会一同制定监管法规，保护
用户数据安全。

在9日提前公布的书面证词中，扎克
伯格表示，自己为用户数据遭滥用事件负
责，但辩称公司一直在采取保护隐私的措
施，只是“做得不到位”。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兴

盛，让用户数据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与
此同时，用户隐私也需要得到相应保护。

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研究主任孙
鲁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商业
活动中，公司拥有较大的自由，可以通过
相互交换用户数据以获取更大利润。但

对用户来说，隐私条款往往隐藏在冗长的
协议文件中，常常被忽略。他认为，使用
脸书等社交媒体，并不意味着用户放弃了
所有隐私权利。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促
使美国立法，加强对网络社交媒体和数据
安全的监管。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德蒙鸠
依近日刊文指出，这一事件是大规模集体
隐私被侵犯的案例，且“不会是最后一
例”。

他认为，在网络化社会，保护用户隐
私是“共同责任”。隐私保护和技术发展
并非零和博弈，如何在博弈中找到平衡，
严格的立法与执法必不可少。

【第一评论】
对提供网络社交平台的企业而言，海

量的用户数据既是机遇也是责任。如果
不能很好地保护用户个人隐私，可能造成
民众对大数据技术的怀疑和不信任。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用户数据大规模
泄露甚至遭到滥用事件，对相关企业而
言，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影响。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数据共享
将成为趋势，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应成为
企业防护的重点，也是需要全社会各方共
同应对的议题。

【【背景链接背景链接】】
3月份，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前员工向

媒体揭发这家企业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大
量脸书用户数据，图谋影响 2016 年美国
总统选举，引导选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
朗普。

2014年，脸书公司开始在技术上限制
第三方程序接触大量用户信息、获取大量
用户数据。在脸书封住这道“后门”之前，
剑桥分析得以获取大量用户数据。

该公司利用包含用户喜好等信息的
数据建立算法模型，分析不同用户群体的
性格特征，而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投票
选择。

孙鲁宁介绍，大数据样本可以保证更
高的可信度和更小的偏差，结合最新的机
器学习等算法，可以对人类行为做出更准
确的评估与预测。

美英法磋商军事打击叙利亚

记者们拍摄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记者们拍摄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扎克伯格。。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扎克伯格国会“过堂”

俄罗斯如何应对叙化武疑云俄罗斯如何应对叙化武疑云

新华社阿尔及尔4月11日电（记者
黄灵）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当地时间 11
日上午发布消息说，当天早些时候发生
的军机坠毁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
257 人。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这架伊尔-76
军用运输机当天上午 7 时 50 分从阿北部

卜利达省布法里克军用机场起飞后不久
就坠毁在附近的农田里。目前遇难者人
数达到 257 人，其中包括 10 名机组人员。
遇难者大部分是军人及其家属，遇难者遗
体已被运往附近一家军事医院。

目击者称，飞机坠毁后起火，浓烟在
远处就可看到。救援部门出动上百辆消

防车和救护车前往现场，坠机现场已被封
锁。当地电视新闻画面显示，机上大火已
被扑灭，机头、机尾与机身断裂。

据阿尔及利亚通讯社报道，阿总统布
特弗利卡当天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家人民军参谋长艾
哈迈德·加伊德·萨拉赫已前往坠机现
场。军方已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坠机原因。

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军方飞机失事时
有发生。2014年2月，阿空军一架C-130
运输机失事，77人遇难。

阿尔及利亚军机坠毁遇难人数已达阿尔及利亚军机坠毁遇难人数已达257257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