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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古斯之战远非打击 IS终点

巴古斯村———“伊斯兰国 ” 组织 （IS）

盘踞的叙利亚东部“狼巢”，因被叙利亚民主

军（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攻陷而载入国

际反恐战史。近日，叙库民主军宣布：在叙的

IS 被彻底打败。 昔日横跨伊（拉克）叙国土

三分之一，领土面积大于比利时的“哈里发

国”，终于被铁扫帚无情地扫入历史垃圾堆。

真真是“不义而强，其毙必速”。

战阵无常势， 因敌以为形。 自 2014 年

IS 打出伪“国号”以来，弹指 5 年间，反恐联

军屡败屡战，反败为胜，以精兵掩不备，在伊

叙相继打响拉马迪、费卢杰、摩苏尔，以及阿

勒颇 、拉卡 、伊德利卜战役 ，长驱幼发拉底

河，浩浩荡荡，进如风雨，推抵恐占区腹地，

对 IS 组织构成沉重打击。恐占区内，苍蝇碰

壁抽泣，或降或遁，分崩离析。

3 月， 叙利亚民主军鏖战巴古斯数周，

枕戈寝甲， 志枭敌虏。 在战车卷起的土黄

色沙尘中， IS 武装分子或窜入幼河岸边沙

丘 ， 负隅顽抗 ； 或化整为零 ， 藏于村中 。

叙库民主军投鼠忌器， 行动迟缓， 直至 12

日， 才攻克最后堡垒， 迫使最后一批武装

分子投降。 西方媒体评论曰， 巴古斯之胜，

乃 “至关重要的反恐里程碑”， 标志着伊叙

两国境内的反恐战争胜局已定， IS 难以绝

境逆袭求生。

3 月 22 日，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宣布 ， IS 组织 “在叙被百分之百打败 ”。

不难看出 ， 白宫对剿恐获胜 ， 沾沾自喜 ，

溢于言表。 然而， 对 “百分之百” 获胜的

结论， 连美媒也心里打问号。 3 月 24 日的

《纽约时报 》 网站发表锐评曰 ： “IS 虽不

再控制叙伊领土， 但远未气数已尽。 美国

及其合作伙伴仍面临打击该恐怖组织及其

分支机构， 以及阿富汗、 西非和菲律宾境

内极端分子的重大战斗。”

确实， 美媒的锐评蕴含危机意识与恐

情观念 。 回想一下 ， 国际社会从 2001 年

“9·11” 始 ， 打响反恐战争迄今 ， 已整整

18 年 。 战略界或未曾料到 ， 以 “伊斯兰

国” 和 “基地” 组织为首的恐怖势力， 其

肆虐的负能量如此之大， 破坏国际安全局

势的时间如此之长。 巴古斯———冥冥之中

的命运之手选择该村落， 作为叙利亚反恐

战争之终点并非偶然； 但， 收复巴古斯并

不等于将恐怖势力消灭殆尽。

两三年前， IS 组织即已在伊叙战场受

反恐联军碾压， 被迫由东向西， 且战且退，

步步后撤。 在其崩溃过程中， 渐将囤积备

用、 策恐作乱的战略资源和兵员转移到外

线： 叙中部的偏远沙漠地区、 伊拉克城市、

阿富汗、 菲律宾、 利比亚， 以及布基纳法

索、 尼日尔等国。 换言之， IS 流窜性、 隐

蔽性及分散性愈发明显， 已 “变成秘密组

织网”， 通过全球分支机构， 发动游击式进

攻、 爆炸和暗杀。

正缘于此 ， IS 内部对于巴古斯之败 ，

“上至头目， 下至喽啰， 均视为暂时受挫，

而非彻底失败。” 为卷土重来， 该极端组织

精心实施安 “国” 全 “军” 的 “五保” 战

略———保护家人安全撤退 、 保存 “圣战 ”

实力及潜伏能力、 保障巨额款项以资战争、

确保以商 （汽车交易和种植大麻 ） 养战 ，

以及保证能重新武装。 看来， 这条百足之

虫， 不惟垂而不死， 其未僵爪牙， 仍死不

改悔， 激进犹斗。

更有甚者， 美国有关部门近日放风称，

“被死亡” 的 IS 最高头目巴格达迪仍隐身

于伊拉克； 伊拉克当局悬赏缉拿恐酋也证

实此闻不假。 缘于巴格达迪在极端主义意

识形态和军事指挥上极具蛊惑、 煽动与组

织能力， 且门徒众多， 隐藏极深。 如信息

可靠， 这个暴虐无道 “影武者” 确系国际

反恐大患———“庆父” 不死， 恐患未已。

综上所述， 巴古斯之战获胜， 并未解

决反恐的根本性问题 。 因为 IS 组织人尚

存， 心不死； 根还在， 恐性毒。 为彻底打

败它， 唯针其膏， 药其肓， 铲除其赖以破

壳出土， 顽强滋长的极端主义种子。 总之，

去极端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行动。 鉴此，

反恐战线应军政兼顾， 齐头并进， 一是继

续加大无人机追踪、 涉恐情报配合及战术

指导； 二是实行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为主

的长效反恐战略。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
院长）

乌大选辩论成“独角戏”

泽连斯基缺席，波罗申科面对
1.5 万人自我推销

乌克兰总统大选首轮结束后， 候选人现总统波罗申科与喜

剧演员泽连斯基双双定下 “体育馆之战”， 约定在 4 月 21 日的

第二轮选举前， 于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展开选前大辩论。 然

而， 这场略带斯拉夫民族传统 “决斗” 意味的唇枪舌剑， 最终

却在 14 日以波罗申科 “单口相声” 的形式呈现， 严肃的大选

再次沦为闹剧。

据俄罗斯《消息报》14 日报道，当天下午，波罗申科在有 7

万个座位的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单人“辩论”，场内的临时

媒体中心架设 2 座讲台，一名主持人在记者面前说明辩论规则。

据称， 当天下午波罗申科抵达体育场后， 准备与泽连斯基

进行辩论， 但后者迟迟未到。 波罗申科称将等待对手至下午 3

时， 但最终泽连斯基也没有出现。

随后波罗申科对着原属于泽连斯基的空荡讲台说， “我不

喜欢乌克兰总统大选看起来像默片。 我必须说： 乌克兰的未来

有危险。” 不过波罗申科也表示， 如果泽连斯基当选， 这将是

乌克兰人民的选择， 他将尊重这种选择。

乌克兰安全局 15 日发布消息称， 约有 1.5 万人到体育场

声援波罗申科。不过《消息报》则表示，这场“辩论”最终沦为波罗

申科与其支持者的大型“粉丝见面会”，除了自我推销和批评对

手之外，“波罗申科没有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严肃问题”。

那么泽连斯基为何会缺席辩论呢？ 实际上从一开始， 两人

给对方下的 “战书” 时间就不同： 波罗申科邀请泽连斯基在

14 日一较高下， 而泽连斯基却邀请波罗申科于 19 日一决雌

雄。 下达 “战书” 之后， 两位候选人在明知时间对不上的情

况下， 分别向基辅体育场预订了场馆， 如今， 波罗申科已经

完成了一场作为邀请方的单人 “辩论”， 或许下一个值得期待

的日期是 4 月 19 日。

俄朝正筹备“金普会”
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15 日电 （记者李奥） 俄罗斯总统新闻

秘书佩斯科夫 15 日表示， 俄总统普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的会晤正在准备之中。

俄 《生意人报》 15 日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 “可以

证实的是， 双方的会晤目前正在准备之中”。 佩斯科夫说， 关

于此事的讨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会晤举行的时间与地点确

定之后， 俄方会进行通知。 目前尚无法提供具体信息。

俄罗斯媒体 15 日援引韩联社消息报道说， 俄朝领导人会

晤或将于近期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二号头目毙命
索马里安全官员 14 日证实， 极端主义

组织 “伊斯兰国” 索马里分支的二号头目

当天死于空袭， 但没有说是谁发动的空袭。

索马里邦特兰省官员说， 在当天下午

的空袭中， “伊斯兰国” 索马里分支二号

头目阿卜迪-哈基姆·杜库卜乘坐的汽车在

甘达拉山区一座村庄被击中， 他与另一名

武装人员当场死亡。

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数枚导弹击中

村庄外一辆“铃木”牌四轮驱动越野车，“爆

炸声震耳欲聋”；空中当时有直升机盘旋。

联合国资料显示， 杜库卜是索马里极

端组织 “青年党” 前身的创始人之一， 后

投靠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 据信在索

马里有 150 至 200 名武装人员。

索马里方面没有证实 14 日空袭是否由

美军发动。 数百名美军人员驻扎在这一非

洲东部国家， 与索马里政府军和非洲联盟

驻索马里特派团部队联手打击 “青年党”。

国际组织多次批评美军空袭和无人驾

驶飞机攻击在索马里致平民死伤。 驻索马

里美军 4 月 5 日说， 两名平民在一次空袭

中丧生。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 那是美军首

次承认在索马里军事行动造成非作战人员

死亡。 王宏彬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陆忠伟

在巴古斯

村附近， 叙利

亚民主军正在

看 守 被 俘 的

“伊 斯 兰 国 ”

武装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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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畅

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新华社巴黎 4 月 15 日电 （记者唐霁 徐永春） 位于

法国首都的巴黎圣母院 15 日傍晚发生大火， 目前暂无人

员伤亡的报告。

据法国媒体报道， 大火是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

烧的。 有消息说， 此次火灾可能与翻修工程有关。

记者看到，大量消防车、警车正赶往巴黎圣母院，空中有

救援直升机盘旋。 火势很大，数公里外就能看到滚滚浓烟。

愚园路上有面会“唱歌”的墙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推进会举行
短视频大赛同步启动

本报讯 （颜玮韵） 为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 推进 “党

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昨天上午， “2019 年全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工作推进会” 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行。 “共同的

使命———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短视频大赛” 同步启动。

过去一年， 上海集成集聚红色文化资源， 党的诞生地发掘

宣传工程有序推进， 精心规划布局 “一馆五址” 建设， 团中央

机关旧址、 国歌展示馆、 宋庆龄故居等一批纪念场馆改陈升

级。 “勇立潮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主题展

览” 吸引近 40 万人次参观， 新媒体互动突破百万人次。

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上海解放 70 周年主题主

线， 今年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将迈上新台阶。 按照打响

上海红色文化品牌三年行动计划， 继续扎实推进 “一馆五址”

建设。 把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 遗

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主业主责， 纳入场馆总体规划。

推进会上， 市委宣传部、 市教委、 团市委、 市委党史研究

室、 市委党校、 市旅游局共同举办的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

万青少年红色大寻访活动” 正式发布。 杨浦、 奉贤区委宣传

部，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龙华烈士陵园、 曹杨新村街道党工

委、 上海科技馆、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等 7 个单位代表和优秀讲

解员交流发言。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在愚园路 1088 弄宏业花园深处， 这面纪念顾圣婴主题文

化墙长约 30 米， 以深咖色和香槟色交融为主色调， 极富年代

感。 只见钢琴诗人顾圣婴坐在钢琴前演奏， 白色的五线谱和悦

动的音符从一幅巨幅的老洋房手绘图上飘然若出， 仿佛可以听

到她灵动飘逸的琴声。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肿瘤康复医疗联合体成立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正值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启动 ，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

乐部 、 上海东方肿瘤双防康复指导中

心 、 同仁医院 、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曙

光医院、 中大肿瘤医院 、 上海振国医院

等单位昨天共同发起成立 “肿瘤康复医

疗联合体 ” ， 致力于打造肿瘤康复医 、

药 、 患无缝衔接的癌症康复社会化工

程 ， 进一步提升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和

生命质量。

把癌症康复服务融到家 、 管到人 ，

是 “肿瘤康复医疗联合体” 的愿景之一。

这个多院合作 、 多学科交叉 、 多资源汇

集的社会化运作机制 ， 将进一步丰富全

程肿瘤防治模式。

“随着微创等手术技术的发展 、 快

速康复理念的引入 、 抗癌新药的问世 ，

肿瘤患者生存期相比过去大大延长 。 与

之相应， 康复需求也在大大提升 ， 尤其

是来自社区的需求十分迫切。” 同仁医院

院长马骏告诉记者 ， 该院加入 “肿瘤康

复医疗联合体 ” 后 ， 将率先辐射医院所

在的长宁地区， 联动区内 10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 开展癌症康复联动工作 。 比

如， 帮助家庭医生更好地管理回到社区

的癌症患者 ， 除了沟通病情 ， 还将配套

提供营养管理、 心理辅导等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对癌症患者的陪护，

除了日常家庭护理 ， 精神与情感的抚慰

同样重要 。 目前 ， 对癌症患者的陪护尚

处于空白状态 ，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

挖掘自身特色 ， 探索推出 “医护家政 ”

志愿者服务新形式。 目前， 长宁、 宝山、

杨浦 、 崇明 、 浦东 5 个区已相继成立

“医护家政 ” 志愿者服务队 ， 正在试运

作 ， 为癌症康复俱乐部里的孤老会员 、

转移复发会员 、 “空巢 ” 会员等人群提

供支持性服务， 缓解居家照护的压力。

“群体抗癌 ” 特色 ， 也将引入这一

“肿瘤康复医疗联合体 ”。 据介绍 ， 由上

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等主办的特色公益

癌症康复养修主题活动 《生命的奥运 》

自去年启动以来 ， 已有 4000 多会员参

与。 该项目旨在通过群体抗癌与特色养

护， 提升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与五年生

存率， 到 2022 年， 带领度过危险期的癌

症患者去北京观看冬奥会 ， 用特殊的方

式为奥运助威加油。

与会专家透露， 围绕 《生命的奥运》

项目开展 ， 还将在运动 、 营养 、 心理方

面启动泛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项目 ， 对参

与患者进行五年的跟踪指导服务。 会上，

上海方心健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项目参加单位举行签字仪式 。 参与各方

表示， 优化现有医疗康复环境 ， 让更多

人来关爱肿瘤患病群体 ， 才能真正实现

抗癌路上 “你我同赢”。

抗肿瘤药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是 “有药用”， 这涉及产业研
发、 药监部门加快上市等工作；

第二是 “用得起药”， 涉及医疗保
障； 第三就是 “用得好药”， 即规
范合理应用。 《指导原则》 就是
在前两件事的基础上， 做好第三

件事

《指导原则》今后将不断根据
新情况形成动态调整、更新版本的
机制，并将加强督导检查。 医院新
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情况或将
与医疗机构考核指标体系、 医疗
机构定级评审 “挂钩”

42种新型抗癌药临床应用须“守规矩”

我国首部《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进入“普法期”

近年来， 抗癌新药在我国上市的脚步

日益加快， 且随着 17 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医

保等惠民新政落地， 患者对药物的可及性

也越来越高。 规范新抗癌药的应用， 纳入

国家监管部门的视野。

昨天起至本月 21 日， 为第 25 届全国

肿瘤防治宣传周。 记者获悉， 即日起， 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我国首部 《新型抗

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简称 《指

导原则》） 进入 “普法期”， 该原则涉及 42

种新型抗癌药， 将指导临床规范、 合理用

药， 坚决打击抗癌药滥用。

重点聚焦“用得好药”

规范抗肿瘤药物的临床应用

肿瘤已成为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主要

疾病。 数据显示， 每年全国恶性肿瘤发病

约 392.9 万人， 死亡约 233.8 万人。 这意味

着， 平均每天超过 1 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近年来， 以小分子靶向药物 （靶向

药物） 和大分子单克隆抗体类 （免疫治疗

药物） 为代表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快速涌现。

为规范抗肿瘤药物的临床合理应用， 保障

医疗安全， 提高医疗质量， 国家卫生健康

委组织专家制定了 《指导原则》。” 《指导

原则》 编写专家之一、 上海市胸科医院肿

瘤科主任、 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

主任陆舜告诉记者， 《指导原则》 提出的

“新型抗肿瘤药” 主要指的是靶向药物、 免

疫治疗药物。

记者了解到， 编写 《指导原则》 是在

去年 5 月 1 日我国正式实施抗肿瘤药物零

关税这一重要政策背景下启动的。 党的十

九大以来 ，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

诸如取消抗癌药等部分药品的进口关税 、

调整抗癌药品增值税、 启动政府集中谈价

和医保准入谈判等。 近三年来， 抗肿瘤药

品在我国加速审批上市， 患者对抗肿瘤药

品的可及性大大提高。

陆舜介绍， 抗肿瘤药主要解决三个问

题， 第一是 “有药用”， 这涉及产业研发、

药监部门加快上市等工作； 第二是 “用得

起药”， 涉及医疗保障； 第三就是 “用得好

药”， 即规范合理应用。 《指导原则》 就是

在前两件事的基础上， 做好第三件事。

《指导原则》 的编写首次汇聚起国内

的肿瘤诊治名家， 最终由我国肺癌诊治名

家吴一龙教授牵头， 组织全国肿瘤名家共

同编制， 并于去年 9 月 22 日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权威发布 。 《指导原则 》 涉及肺癌 、

肝癌、 胃癌、 乳腺癌、 结直肠癌、 白血病

等七类常见系统肿瘤、 42 种肿瘤药， 基本

包括目前国内可及的各专科、 各种新型抗

癌药物的规范化使用。

权衡“救命”与“救急”

对“特殊情况”作出规范

据悉， 《指导原则》 对抗肿瘤药物临

床应用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病理组

织学确诊后方可使用”“基因检测后方可使

用”“严格遵循适应症用药”“体现患者治疗

价值”“特殊情况下的药物合理使用”“重视

药物相关性不良反应” 等。

比如， 《指导原则》 提出： 对有明确

靶点的药物， 须遵循基因检测后方可使用

的原则。 据此， 目前共有 17 种癌症的 20

种新型药物需要检测， 医疗机构、 医生个

人不得在未做相关检查的情况下盲目用药。

以肺癌为例， 《指导原则》 列出吉非

替尼、 厄洛替尼、 埃克替尼、 马来酸阿法

替尼 、 奥希替尼 、 克唑替尼 、 塞瑞替尼 、

纳武利尤单抗均为需要检测靶点后才能使

用抗癌药物。

考虑新药上市及其适应症范围在国内

外存在 “时间差” 现象， 即一款抗癌药在

国外已经上市、 但尚未在中国上市； 或这

款抗癌药在国内上市了， 但临床适应症仅

针对部分肺癌， 而在国外其临床适应症已

扩大到乳腺癌、 恶性黑色素瘤等其他癌种。

因此， 在 “救命” 与 “救急” 的权衡之间，

《指导原则》 提到了 “特殊情况下的药物合

理使用” 的内容， 明确 “特殊情况下抗肿

瘤药物使用采纳根据” 为其他国家或地区

药品说明书中已注明的用法、 国际权威学

协会或组织发布的诊疗规范与指南、 国家

级学协会发布的经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可的

诊疗规范与指南。

《指导原则》 同时谈到， “特殊情况

下抗肿瘤药物使用” 仅限于三级医院授权

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 并且要

充分遵循患者知情同意原则、 做好用药监

测和跟踪观察。

今年 ， 《指导原则 》 进入普法阶段 ，

将由专家牵头， 对医疗机构开展推广科普。

专家透露， 《指导原则》 今后将不断

根据新情况形成动态调整、 更新版本的机

制， 并将加强督导检查。 医院新型抗肿瘤

药物临床应用情况或将与医疗机构考核指

标体系、 医疗机构定级评审 “挂钩”， “临

床应用情况公布和诫勉谈话制度” 等也在

强化督导检查结果的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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