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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溅落在大西洋预定海域，完成首次试飞任务

新华社洛杉矶 3 月 8 日电 （记者

谭晶晶） 在国际空间站停留 5 天后， 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首艘载人版

“龙” 飞船 8 日凌晨脱离空间站， 并于

6 个多小时后顺利溅落在预定的大西洋

海域， 完成首次试飞任务。

美国航 天 局 的 直 播 画 面 显 示 ，

“龙” 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 8 日 2 时 32

分 （北京时间 8 日 15 时 32 分） 离开国

际空间站。 在近地轨道飞行 5 个多小时

后， “龙” 飞船点燃推进器开始回归。

随后， 飞船的 4 个降落伞展开， 以减缓

飞船下降速度。

美国东部时间 8 时 45 分 （北京时

间 21 时 45 分）， “龙” 飞船落入佛罗

里达海岸附近的大西洋海域。 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的回收船负责打捞飞船， 并将

其运回陆地。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当天表

示， 在顺利完成国际空间站任务后， 载

人版 “龙” 飞船成功落入大西洋， 成为

人类太空飞行新时代的又一里程碑， 距

离 “龙” 飞船从美国本土将美国宇航员

送入太空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 “龙” 飞船此

次向国际空间站送去约 200 千克物资和

设备， 并将约 150 千克科学工具、 空间

站设备等带回地球。

此次载人版 “龙” 飞船进行不载人

试飞 ， 飞船上载有一个身穿白色宇航

服、 名为 “里普利” 的假人模型。 其头

部、 颈部和脊柱等装有多个传感器， 用

于收集飞船飞行过程中的相关数据。 飞

船回收后， 科研人员将分析所有相关数

据， 为将来的载人飞行做准备。

按照设计， 载人版 “龙” 飞船可在

空间站停留 210 天， 但这次执行任务的

“龙” 飞船只在空间站停留 5 天。

这次试飞旨在验证载人版 “龙” 飞

船安全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的能

力， 是美国在航天飞机退役近 8 年后迈

出的恢复载人发射能力的关键一步。 按

照美国航天局的计划 ， 本次试飞成功

后， 载人版 “龙” 飞船将于今年 7 月进

行首次载人飞行， 将两名美国宇航员送

往国际空间站。

新华社巴黎 3 月 8 日电 （记者杨
一苗 陈晨） 负责法国巴黎地铁运营的

RATP 公司日前宣布， 中国游客可通过

微信支付购买巴黎地铁交通电子票， 并

在地铁站的人工售票窗口兑换车票。

据介绍， 游客可通过微信搜索或扫

描二维码， 找到相关小程序后选择 “巴

黎” 页面。 在其 “交通” 选项中， 有巴

黎观光通票、 小巴黎地铁单程票、 机场

专线等多个票种可供选择。 游客填写电

子邮箱等个人信息后， 就可通过微信支

付购买车票。 完成支付后， RATP 公司

会发送条形码至电子邮箱， 游客持条形

码在地铁站的人工售票窗口兑换车票。

巴黎公共交通系统历史悠久， 其地

铁已有 100 多年历史， 目前共有 14 条

线路 ， 主要在小巴黎区域内运行 。 乘

坐地铁可到达凯旋门 、 卢浮宫 、 巴黎

圣母院 、 香榭丽舍大街等主要景点及

商业街区。

近几年， 赴法中国游客数量不断增

长， 2018 年中国游客到访法国超过 230

万人次。 为此， 法国不少交通服务机构

及旅游景点在微信平台推出中文官方公

众号， 为中国游客提供交通、 旅游信息

及购票等服务。

上合组织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访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诺罗夫

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新任秘书

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 8 日在北京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上合组织将继续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任何保护

主义行为，将在各成员国发展战略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中发挥协调作用。

诺罗夫表示，秉持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运行发展的重要

准则。在诺罗夫看来，当今世界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突出。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

成员国支持深化协作， 以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系， 反对任何单边

贸易保护行为。

诺罗夫强调， 上合组织将聚焦各成

员国的经济合作， 将创造条件以逐步实

现成员国间货物、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自

由流通， 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

银行联合体的作用，活跃各国在能源、工

业、交通和旅游等领域合作。

对于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 倡

议， 诺罗夫表示， 上合组织多个成员国

的经济发展战略正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对接， 这将扩大各国金融、 贸

易、 基础设施等方面合作。 “我认为，

上合组织框架内各国协商一致的法律基

础和共同立场将在合作的各个方面发挥

重要协调作用。”

诺罗夫表示， 中国在数字科技领域

一直与时俱进。 上合组织很多成员国已

在纲领性文件中写明将加速推进建设数

字经济。

在安全领域，诺罗夫强调：“上合组织

成员国严厉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认

为必须推动建立统一的全球反恐阵线，联

合国应在其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

对于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 诺罗夫

说：“我们希望能够‘四条腿走路’，促进

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

均衡发展。 ”

诺罗夫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乌

兹别克斯坦总统直属战略与区域间研究

所所长。 2018 年 6 月举行的上合组织青

岛峰会通过任命诺罗夫为上合组织秘书

长的决议，其任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新华社记者赵嫣 王墨盈 彭天潇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马蒂斯后再为国防部留下关键岗位空缺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空军部长希瑟·

威尔逊（见下图）8 日宣布 ，她已经向总

统特朗普表明去意，打算 5 月 31 日正式

离职， 转任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

校长。

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去年 12 月

离职， 威尔逊为美国国防部再次留下一

个关键岗位的空缺。 她由特朗普点将出

任空军部长， 原本是下任国防部长有力

人选；如果获得提名，有望成为美国历史

上首名女国防部长。

威尔逊现年 58 岁，与马蒂斯观点相

近，注重强化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认

定美国应当从持续超过 15 年的反恐战

争转而关注大国之间的角力。

马蒂斯离职后， 国防部副部长沙纳

汉充任代理部长。威尔逊离职后，暂时无

人接棒。她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是学院

毕业生出任空军部长的第一人。

威尔逊充任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10 年，曾经供职国家安全委员会 ，担任

过南达科他矿业学院院长。 加入国防部

以后，她提倡大力扩充空军，以保持美国

的全球军事领先地位。 威尔逊提议十年

内将空军飞行联队增加四分之一，从现有

312个增加至 386个。 上世纪 “冷战”时

期，美国空军飞行联队最多达到 401个。

一名美国官员说，威尔逊获得众人挽

留， 但她确信自己到了迎接新挑战的时

候。 这名官员说，威尔逊辞职完全出于个

人意愿，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

得州大学校董会需要批准威尔逊出

任埃尔帕索分校校长的任命。不过，她是

这所分校校长的唯一候选人。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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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常春藤联盟中有近70%的学生在赶论文期间服用
“聪明药”;66%的学生曾在期末考试前服用精神类药物

学生时代的你， 是否曾幻想拥有一

种“聪明药”，吃下后能在一夜之间成长

为人人艳羡的“学霸”？如今，面对巨大的

竞争压力， 不少欧美国家的学生和家长

竟真的寄希望于药物来提高学习成绩。

据《巴黎人报》报道，在美国、英国、法国

等国家，儿童和青少年对于利他林、阿德

拉、 莫达非尼等精神类药物的滥用情况

日趋严重。

所谓的“聪明药”，真的可以让人变

聪明吗？

《巴黎人报》援引最新出版的法国医

学专业期刊 《Homo Drogus》报道指出 ，

以利他林为代表的精神类处方药可以提

高患者的注意力，常用来治疗儿童“多动

症”等疾病。 但近十年以来，这一类药物

经常被学生群体滥用， 以借此提高学习

成绩。

据法国国家医药和保健品安全局

2017 年提供的数据， 此类药物在 1996

年共售出 2.6 万箱；到 2005 年销量已上

升为 22 万箱；到 2014 年更是超过 60 万

箱。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尽管上半年

药物出现库存短缺，但全年仍有 62.8 万

箱投入市场。

无独有偶， 滥用药物的现象在英国

名校也未能 “幸免 ”。 英国广播公司

（BBC）在纪录片 《药品依赖 》中就曾提

到， 剑桥大学的部分学生同样利用利他

林等精神药品在高强度的学业压力下保

持充沛精力， 并将它们戏称为 “大脑伟

哥”。 由于太多学生服用此类药物，当地

学者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甚至建

议， 文化考试应该像体育赛事那样对学

生进行药检。

在美国， 这样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

及。 2007 年，南卡罗莱纳大学的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在过去 12 个月中，美国有

160 万人并非出于治疗的目的服用处方

兴奋剂。 而到了 2011 年，这一数据已急

速增长至 350 万。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针对常春

藤联盟的一项匿名调查显示，将近 70%

的学生承认自己曾为了赶论文而服用

“聪明药 ”;66%的学生曾在期末考试前

服用过精神类药物; 另有 27%的学生坦

言自己每逢考试必吃“聪明药”。

所谓的“聪明药”究竟有什么神奇功

效？本应被严格监管的精神类药品，又是

如何到达学生和家长手中的呢？ 美国知

名视频网站 Netflix 近期推出的纪录片

“嗑药”为人们解开了这一系列疑问。

纪录片的开头是某一天的清晨， 常

春藤联盟的一名大一学生吉米将车驶入

校园停车场， 他匆匆扫了几眼笔记， 准

备迎接 20 分钟后的第一场期末考试 。

下车前， 吉米拧开一粒胶囊， 将粉末小

心翼翼地吸入口中。 他知道， 此时此刻

这个停车场内至少还有十名学生在做着

相同的事情。

至于受到严格管制的精神类药物是

如何到达并无医疗需求的学生手中的，

吉米坦言自己有一套既定的“剧本”。 每

当“聪明药”消耗殆尽，他就会主动向医

生寻求“帮助”。在医生面前，吉米熟练地

营造出一种“多动症”的假象———焦虑、

双腿无法受控地抖动、 眼睛不断瞟向窗

外。 好心的医生就会开出一个疗程的阿

德拉，足够吉米熬过整个考试周，甚至以

5-10 美元一粒的价格转卖给有需要的

同学。

所谓的“聪明药”真的有提高记忆力

的神奇功效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美国的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

验： 他们将没有注意力缺陷的学生分为

两个小组， 让他们分别服用含有药物作

用的阿德拉和没有药物作用的安慰剂。

一段时间后， 两组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没

有明显区别。 科学家就此得出结论：“聪

明药”唯一的“药效”，在于它增强了学生

虚假的自信心， 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的学

习效率高于常人。

一般而言，“聪明药”分为两类，一类

是用来治疗多动症的药物， 如利他林和

阿德拉；另一类则针对睡眠障碍，如莫达

非尼。它们同属于精神兴奋性药物，能够

提升服用者的注意力，降低疲劳感。但它

们都只是通过影响中枢神经来达到短时

效果。 然而，当你对它们依赖上瘾后，断

药后就会出现注意力涣散、精神萎靡、暴

躁抓狂等精神症状。尤其是阿德拉，它的

有效成分是苯丙胺， 即臭名昭著的安非

他命，如果再为它加上一个化学结构，就

构成了冰毒。

由此可见， 一旦当你用上了所谓的

“聪明药”，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

人产生依赖，最终上瘾。

将供职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团队

美国白宫 8 日证实， 总统助理、 白

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比尔·夏因辞职，

后续将供职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连任竞选

团队。

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内， 夏因是第

五名去职白宫新闻主管。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8 日告诉媒体记

者，夏因 7日递交辞呈，特朗普已经接受。

美国定于明年举行总统选举， 共和

党籍总统特朗普将谋求连任。 夏因会在

竞选团队内充任顾问。

桑德斯公开这一人事变动时援引特

朗普的话说：“夏因工作出色……期待在

2020 年竞选期间与他共事，他届时将完

全参与。 ”

夏因说，期待多陪伴家人。夏因现年

55 岁， 曾在福克斯电视台工作多年，因

为在多起诉讼中受到试图掩盖这家媒体

机构内性骚扰行径的指认而去职，2018

年 7 月出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夏因去职看似平静，白宫、特朗普公

开认可他的“表现”，他本人没有怨言。

但是， 在两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白

宫人士看来，与特朗普关系逐渐疏远，是

夏因去职的主要原因。

一名白宫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总

统近期对夏因失去信心， 转而依赖桑德

斯主持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 美联社

以另一白宫人士为消息源报道， 刚加入

白宫团队时， 夏因的媒体从业经验招致

期待，即可以帮助总统与媒体打交道。但

是， 与前几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

的经历相似， 夏因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愿

意经由社交媒体平台、 自主与媒体打交

道的总统。

美联社报道， 夏因去职令白宫西翼

不少人惊讶，但并不是没有征兆。他没有

陪同特朗普赴越南出席美朝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

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白宫通讯联络

办公室主任向来“短命”。 夏因以前，4 名

主管相继“下岗”。 首任白宫新闻主管迈

克·杜布克在职将近 3 个月 ，2017 年 5

月请辞；时任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

暂时代行白宫新闻主管职务， 直至安东

尼·斯卡拉穆奇当年 7 月接手， 斯派塞

同期辞职； 斯卡拉穆奇上任 10 天即遭

炒鱿鱼； 霍普·希克斯 2017 年 8 月就任

白宫新闻主管， 次年 3 月去职。

杜鹃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2019年乌克兰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进入 3 月， 伴随乌克兰总统选举

投票日期的临近， 乌克兰政坛的硝烟

味越来越浓烈。 尽管本届大选的候选

人人数创造了历史之最， 但真正有机

会问鼎总统宝座的事实上只有三人：

波罗申科、季莫申科和泽连斯基。

综合乌克兰六家主流研究机构的

最新民调结果， 喜剧演员泽连斯基以

28.17%的平均支持率高居榜首；现任

总统波罗申科以 18.87%的平均支持

率跟随其后；而祖国党领导人、前总理

季莫申科以 17.83%的平均支持率下

滑至第三位。

“波-季-泽三角 ” 领跑各大支

持率排行榜且遥遥领先第二梯队的格

局始终保持稳定。 也正因此， 波罗申

科、 季莫申科和泽连斯基之间的角斗

厮杀显得尤为激烈， 各种招数层出不

穷。 前有波罗申科找来与季莫申科同

名同姓的候选人试图混淆视听， 分流

季氏的选票； 后看季莫申科打出 “贪

腐牌”， 谋求弹劾总统波罗申科......而

泽连斯基则另辟蹊径， 充分利用在热

门电视剧 《人民公仆》 中扮演总统的

机会， 将自己的政见融入其中。 他这

种将政策主张场景化的表达方式吸引

了大批对乌克兰政治现状感到失望的

选民。

“波-季-泽三角 ”领跑
第一阵营

作为 2014 年总统选举搏杀的胜

出者， 波罗申科在此次竞选中放弃了

此前在“广场革命”后上台时的改革派

言论， 而是提出了一个颇具保守派爱

国主义特色的竞选口号“军队、语言、

信仰”，并将竞选活动的重点放在国家

安全和身份认同上。

作为三人组中最亲西方的候选

人， 波罗申科表示将尽全力推动乌克

兰加入北约和欧盟。但同时，波罗申科

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例如，被指利

用亲西方的言论和引用战时条件来转

移民众对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关注，从

而掩饰其在推进国家治理、 政治和商

业改革等方面的行动不力。除此之外，

乌克兰近期与匈牙利和波兰等邻国间

的关系紧张也给波罗申科“融入西方”

政策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季莫申科在此次选举中所营造的

政治形象和主张制定更民粹化， 倾向

于利用内部资源，提出了“建设伟大乌

克兰”的竞选口号。作为与现总统波罗

申科相似度较高的攻擂者， 季莫申科需

要证明自己比波罗申科更适合带领乌克

兰走出困境。 而反腐与改革无疑是季氏

最重要的两张牌。但这却是把双刃剑，季

莫申科自身在贪腐和改革问题上也遭受

着质疑。例如，季莫申科在 2 月初突然抨

击出生于美国的乌克兰卫生部长乌利亚

娜·苏普伦，称其是“外国人送来拿乌克

兰人做实验的”。这一言论就因苏普伦是

一位因反腐败斗争而备受尊敬的改革者

而饱受争议。此外，乌克兰的西方伙伴也

担心， 如果季莫申科当选可能会遏制或

逆转乌克兰的能源产业改革， 使其回归

到以前不透明的状况。

泽连斯基可谓本届乌克兰大选中最

大的一匹黑马， 也是乌克兰选举历史上

第一位获得如此高支持率的非政界人

士。在专家看来，乌克兰选民之所以如此

喜欢这位演艺人士是出于对乌克兰政客

的不信任，而非其政治立场。 事实上，乌

克兰人在是否选泽连斯基当总统的问题

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些人希望他在

选举中获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泽连斯

基对乌克兰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解过于肤

浅，同时也缺乏独立的政治主张，没有牢

固的世界观， 很容易成为经验老到的阴

谋家的傀儡。

加之泽氏与寡头科洛莫夫斯基之间

那云山雾罩的关系很容易引发人们的疑

问：如果选这位喜剧演员当总统，那么在

未来五年谁才是乌克兰这场大秀的真正

主持人呢？ 所以有很多人建议泽连斯基

还是留在脱口秀节目和电视剧中， 不要

走进现实政治中来。事实上，泽连斯基在

选举中的作用更多的也是冲击乌克兰政

治精英阶层， 从而实现权力格局的再分

配与均衡。

“要波罗申科还是要普京”？

对于 2019 年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

乌克兰 Socis 社会及市场研究中心曾于

2 月 8 日至 18 日进行了一次全国大调

查。 结果显示，23.9%的受访者认为波罗

申科将赢得大选 ，16.3%的受访者预测

季莫申科将胜出， 只有 12.5%的人认为

泽连斯基会获胜。 为什么胜选率的调研

结果与支持率的民调结果之间存在如此

之大的差异呢？

这一方面反映出多数乌克兰选民的

理性选择倾向。选举是一场民主博弈，虽

存在异数，但大体遵循理性选择的原则。

事实上，多数乌克兰人都明白，在国家处

于如此复杂的形势下， 国家最高领导的

人选不应仅仅取决于其在民众之中的受

欢迎程度， 还应考虑候选人的政治经验

和治理能力以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力。 而波罗申科无论是在其个人执政

经验和能力上， 还是其团队的规模与

质量以及政治技术顾问的能力上都比

季莫申科和泽连斯基略胜一筹， 而季

莫申科在各方面又比泽连斯基要更出

色一些。

另一方面则是受乌克兰根深蒂固

的寡头政治传统的影响。乌克兰“内容

分析中心”咨询公司的专家在对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乌克兰主

要媒体进行研究后发现， 隶属于阿赫

马托夫、迪明斯基、梅德韦德丘克、平

丘克、 菲尔塔什等几大寡头的乌克兰

大型电视台对波罗申科的活动进行了

非常积极的报道，全无批评。在以电视

作为大众传播主要渠道的乌克兰，这

不能不被看做是乌克兰寡头之间已就

帮助波罗申科实现连任达成了默契。

此外，自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执

政寡头和乌克兰社会实际上早已默认

支持现任总统胜选———“要波罗申科

还是要普京”已成为热门的竞选口号，

就是这一共识最好的体现。

延续月余的政治大戏已拉开帷

幕，主角终将只属一人。也许他现在还

未站在 C 位，却已得东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艳璐

专家视点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头， 随处可见季莫申科和波罗申科的竞选海报。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