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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李女士在衡阳石鼓区和
平北路24号43049324号投
注站购买的双色球彩票，喜
中双色球第2018035期一等
奖880万元。4月11日， 她在
亲人的陪伴下领取了奖金。
中奖号码已经坚守两个月

李女士说自己是绝对的
铁杆彩民。“从2008开始买
彩票， 我喜欢选几注心水的
号码守号直到中奖， 不管大
奖还是小奖， 我都会重新选
号再守号，每期都买，就算是
自己没时间， 也会托家人或
者朋友帮忙买。”

得知中奖第一时间摇醒
睡梦中的丈夫

4月1日一早， 李女士突
然想起自己近几期买的彩票
都没有兑奖， 于是便起床查
看开奖信息， 这一查才发现
自己中了双色球一等奖，她
高兴得连忙摇醒睡梦中的丈
夫， 想与他一同分享中奖的
喜悦。 丈夫睡眼惺忪地接过
李女士手中的彩票，对她说：
“相信才怪呢，今天是‘愚人
节’。”“是真的， 你看看开奖

信息! 跟我彩票上面的号码
一模一样。”反复核对了几遍
后， 丈夫终于相信这一切不
是梦。 考虑到清明小长假及
工作安排，4月11日夫妻两人
才来省福彩中心领奖。

计划全家旅游共享中奖
喜悦

李女士说， 自己的家庭
富裕， 自己高兴并不是因为
奖金的多少， 而是中头奖的
这份惊喜。“我买双色球的这
些年， 大家都说我不可能中
奖，但我相信，只要购买就有
希望， 这不就实实在在地中
了一等奖吗?” 李女士表示，
在来的路上她已经想好了，
要用这些奖金带着家里人去
旅游， 让他们一同分享中双
色球头奖的这份好心情。

■刘菲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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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叙利亚境内3个目标发
射了105枚导弹后，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
14日上午在社交媒体留言，美
英法对叙利亚的联合打击“任务
完成”。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天
说，联合打击“成功击中每一个目
标”。美军方同时称，导弹袭击有
意避开有俄军驻扎的地区。

“任务完成”
特朗普感谢英法优良军力

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13
日晚（叙利亚时间14日凌晨）宣
布，美国联合英国和法国，对关
联叙利亚政府“化学武器能力”
的目标发起精确打击。

次日上午， 特朗普在社交
媒体上写道：“昨晚的打击（任
务）获完美执行。感谢法国和英国
的智慧和优良的军力。 不会有比
这个更好的成效。任务完成！”

叙利亚一些反政府人士7
日声称， 叙利亚政府军直升机
当天向杜马镇投下含有化学制
剂的炸弹。 美国指认叙利亚政
府对杜马发动了化武袭击，以
此作为对叙动武的借口。 叙利
亚政府说， 所谓杜马化武袭击
系编造。

“全部命中”
105枚导弹打击3目标

美 国 国 防 部 发 言 人 达
娜·怀特14日晚些时候在记者
会上说，联合打击“成功击中每
一个目标”，“极大地削弱了”叙
方“再次使用化武的能力”。“任
务完成了……非常成功。”

怀特说， 联合打击不代表
“美方政策变化或试图推翻叙利
亚当局”。她敦促俄罗斯“兑现承
诺”确保叙利亚政府“放弃化武”。

俄罗斯军方早些时候说，射
向叙利亚的103枚巡航导弹中，
73枚被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

美军方面则称，“没有我方
军机或导弹遭叙利亚防空系统
成功拦截”，没有叙方使用俄罗
斯防空系统的迹象。

美军官员麦肯齐在记者会
上说， 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
境内3个目标发射了105枚导
弹，“沉重打击了叙利亚化武项
目”。“截至目前，我们不清楚平
民伤亡情况。”

记者会前， 几名官员以不
透露姓名为要求告诉美联社，
美军部署在地中海的数艘驱逐
舰向叙利亚发射了100多枚“战
斧”式巡航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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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急着对叙动手？原因还真多
军事行动合法性遭质疑 安理会未通过谴责对叙打击的决议草案

美英法军事行动合法性遭质疑
美国、英国和法国14日空袭叙利

亚境内多处政府和军事目标。此次军
事行动的合法性遭到部分国家质疑，
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公正调查叙利亚
“化武袭击”事件，避免中东局势进一
步恶化。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说，
英国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应寻求议会批
准，这次军事行动“合法性存疑”，有可
能使叙利亚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14
日发表声明，称美英法军事打击叙利
亚是“犯罪行为”。伊朗总统鲁哈尼当
天说，美英法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
将导致该地区进一步“毁灭”。

美国军方14日说， 策划军
事打击叙利亚的方案时， 美方
考虑了尽量减小对驻叙利亚俄
罗斯军队的威胁。

俄罗斯军方当天证实，
美英法打击叙叙利亚境内目

标过程中， 俄罗斯在叙防空
系统没有启用， 分处叙利亚
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
斯海军基地内的俄军防空部
队在周边覆盖范围没有发现
导弹。

衡阳双色球一等奖得主现身
领取880万元奖金

美称对叙动武有意避开俄军

禁化武组织再次进入叙利亚
在俄方看来， 美国急于对叙动武

的目的之一， 是阻挠禁化武组织专家
小组调查。

禁化武组织调查人员定于当地
时间14日晚些时候再次进入叙利亚，
旨在确认杜马镇是否发生过化武袭
击，不会确认“肇事方”。但是，在美英
法三方看来，叙利亚政府军发动化武
袭击已经毋庸置疑。 ■据新华社

调查

联合国安理会14日未能通过
由俄罗斯起草的旨在谴责对叙
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

这份决议草案的内容包括
“谴责美国及其盟国违反国际
法及《联合国宪章》，对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行
径”， 以及要求美国及其盟国

“立即停止对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的侵略， 避免今后再次发
生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使用武力的行为”。

当天在表决时， 安理会15
个成员中的3个投赞成票，8个
反对，4个弃权。 该决议草案未
获通过。

安理会未通过谴责军事打击决议草案连线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之所
以主导发动此次袭击，有国内、
国际多重原因。

首先， 叙利亚局势发展迫
使美国出牌。叙利亚内战7年多
来， 巴沙尔政府非但没有被美
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打垮，还
逐步取得了战场主动权。 美国
不愿看到巴沙尔政府扩大战
果，稳固政权，因而不得不出手。

第二，美国外交鹰派得势。
特朗普上任以来， 其外交和安
全团队经历多轮变动， 候任国
务卿蓬佩奥外交立场强硬，而
上任不久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博尔顿则是知名“鹰派”人
物。化学武器既是“红线”，也是
打击叙利亚的借口。 咬住这一
借口，博尔顿已经展示其“战争

鹰派”的做派。
第三， 实施排除异己的中

东新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版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描述
了其中东政策的大致方向，即
“美国不希望中东被任何敌视
美国的势力所主导”。在美国眼
里， 这里的敌视势力自然包括
俄罗斯与伊朗。

第四，转移国内政治压力。
目前， 特朗普面临团队人员不
整、“通俄门” 调查步步紧逼的
困局。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临近，
民主党人在各州摩拳擦掌欲夺
回失地。 特朗普在国内可谓是
前有路障、后有追兵。从这一局
面看， 一场迅速且简短的海外
军事行动是转移国内矛盾和焦
点的有效手段。

美国为什么急着对叙动手

4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的杜马镇，叙利亚警察部队人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 图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