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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尼：从库区强人到一枕黄粱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

席马苏德·巴尔扎尼10月 29日宣
布，11月1日任期结束后，不再寻求
延长任期以及连任。

巴尔扎尼进入舆论视线始于一
个多月前的库区独立公投。在这场
政治豪赌中，巴尔扎尼不仅赔上了自
己的政治前途，也让库区陷入困境。

错判形势
今年6月，巴尔扎尼突然宣布，

将在9月25日就库区是否独立举行
全民公投。公投范围不仅包括库区
政府直接管辖的三个省份，还包括多
个由库区控制、但与中央政府存在争
议的地区。

消息一出，各方哗然。伊拉克中
央政府首当其冲，从总理到议员接连
表示强烈反对。土耳其、伊朗、叙利
亚这些邻国纷纷对库区施压，联合
国、美国、英国等也呼吁库区取消或

推迟公投。
面对多方质疑，巴尔扎尼一意孤

行。9月 25日，公投如期举行；27
日，库区选举委员会宣布，库区独立
公投以92.73％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可是，巴尔扎尼非但没有尝到胜利滋
味，反而很快就品味到了苦果。

公投后不久，伊拉克政府军强势
进驻基尔库克省以及尼尼微、迪亚拉
和萨拉赫丁省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以
往被库区视为其势力范围。此外，伊
拉克中央政府、伊朗和土耳其联手对
库区进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库区经济
遭受重创。巴尔扎尼10月17日被迫
发表声明表示，库区武装将撤退到
2016年10月17日解放摩苏尔战役开
始前库区与中央政府确定的防御线。

巴尔扎尼原本想以公投结果作
为筹码与伊拉克政府谈判，以获取更
多利益，结果却适得其反，自己的政
治生涯都有可能断送。

库区强人
巴尔扎尼，现年71岁，是伊拉克库

区几十年来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
巴尔扎尼的祖辈世代生活在伊

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以北数十公
里外的巴尔赞村，而他本人则在
1946年8月16日出生于伊朗境内的
马哈巴德。

二战结束后，伊朗境内的库尔德
人于1946年1月宣布成立马哈巴德
共和国，试图建立一个库尔德人自治
政权。但这个短命政权很快消亡。

出生后不久，巴尔扎尼就跟随家
人回到伊拉克北部，并在摩苏尔读了
小学。

上世纪60年代初，巴尔扎尼的
父亲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及其领导的
库尔德民主党发起了反抗伊拉克中
央政府的武装活动。巴尔扎尼16岁
时放弃学业，加入武装团体库尔德自

由斗士组织，并很快成为其领导人。
1979年父亲穆斯塔法去世后，巴

尔扎尼被选为库尔德民主党新领导
人。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不久，伊
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事实上的自治
权。1992年5月，库区举行首次选举，
产生了库区议会和库区政府。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萨达
姆政府被推翻，巴尔扎尼进入了美军
组建的过渡机构伊拉克管理委员
会。2005年，伊拉克新宪法通过，库
尔德自治区的地位合法化，巴尔扎尼
也被库区议会选为库区主席。

巴尔扎尼的库区主席任期原本
在 2013 年结束，但他迟迟不愿退
位。分析人士指出，他提出公投的真
实动机是保住自己和库尔德民主党
的统治地位。

一枕黄粱
然而，库区公投后的一系列后果

导致巴尔扎尼的信誉和执政能力遭
到质疑，库区其他派别也纷纷表示不
满。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库爱盟）
官员艾拉·塔拉巴尼说，库区各种问
题的根源就在于巴尔扎尼，领导人不
理智的决策让库区陷入当前的困境。

内外交困中，巴尔扎尼被迫走
人。而库区内部矛盾和权力争斗也
同时上升。

库尔德民主党和库爱盟是库区
两大政治力量，各自拥有约5万人的
武装组织。在“后巴尔扎尼”时代，两
大力量围绕库区主导权的争夺恐将
更加激烈。

对于库尔德人来说，所谓的库区
“独立梦”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噩
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
所长孙德刚认为，未来库区与中央政
府的矛盾解决，需要围绕“自治”这一
基本共识展开谈判。

（新华社巴格达10月30日电）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
协调在也门的行动

风暴席卷德国

西班牙启动反独条款
加泰罗尼亚进入关键一周

加区于1469年成为西班牙王
国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享有高度自
治权。2006年，西班牙议会通过一
项新的自治法令再度扩大了加区
的自治权，但西班牙宪法法院
2010年判决这一法令部分内容违
宪。受这一判决刺激，加区民族主
义情绪重新高涨。继2012年支持
独立的政党在加区议会选举大胜
以及2014年加区执意举行不具有
法律效力的独立公投之后，今年
10月1日，加区在中央政府强烈反
对下再次执意举行所谓独立公投。

对于加区议会10月27日单
方面宣布的“独立”，欧美主要国家
和组织纷纷拒绝承认，表示支持西
班牙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中
国外交部表示，中方理解并支持西
班牙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

（据新华社电）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多项民调
显示反对独立的人要多于支持独立
的一方，从“独立公投”风波中接连
爆发声势浩大的反独立游行示威活
动可见一斑。

从整个西班牙来看，中央政府利
用西班牙宪法第155条有关授权中
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国家
统一的法理依据，采取强硬措施，强
烈反对独立。

从欧洲来看，欧盟及其所有主
要成员国一边倒反对独立，欧盟更
直接向加区当局施压。尤其不能忽
视的是，高度依赖出口的加区宣布
独立，意味着其失去与欧盟成员国
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这将严重影
响当地经济。

独立公投已开始引发企业撤离
风潮。截至10月21日，总计1185家
公司决定撤离加区或外迁其总部，涉

及银行、保险、金融投资、咨询、医疗
健康、食品、纺织、天然气等行业。

可以预料，加区分离主义力量
势必面临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失色、
法律上失分的境地，更将激起猛烈
的反对声音。

加区“独立”闹到现在，超乎
预期。

鉴于加区内部在独立问题上分
歧明显，从中长期来看，修改西班牙

宪法，重新界定加区自治权，不失为
一种办法。

创立欧盟就是要实现欧洲一体
化和团结，分离主义是这一初衷的死
敌，也一直困扰着多个欧盟成员国。
避免由此产生“分离主义”倾向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成为西班牙乃至整个
欧洲的重要任务。

（新华社北京10月 30日电 记
者 张伟 郭求达）

据报道，当前西班牙中央政府
已开始接手加区事务，接管加区警
察部队。

面对中央政府的严厉举措，已
被解除加区主席职务的普伊格德蒙
特及其他支持“独立”的议员将如何
应对，目前尚无明确信号。此外，据

报道，加区警察中也存在支持“独
立”的势力。

10月29日，加区首府巴塞罗那
约30万人走上街头，参加反对“独
立”大游行。大批抗议者挥舞西班牙
国旗，高喊“把普伊格德蒙特关进监
狱”“西班牙万岁”，对普伊格德蒙特

及其政治势力表示愤怒，呼吁维护国
家统一。西班牙政府也表示可能监
禁普伊格德蒙特。

在支持团结统一的主要党派缺
席情况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
27日下午单方面宣布“独立”。西
班牙参议院随后召开紧急会议，通

过启动宪法第155条、授权中央政
府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国家统一
的决议，全面接管加区地方政府权
力。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当晚宣布解
除加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职务，解
散加区议会，并宣布 12 月 21 日举
行自治区选举。

10月30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加区）地方政府迎来中央政府接管后的首个工作日。过去两天，加区
当局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闹剧触发反对浪潮，四面楚歌。

但在中央政府接管后，双方权力能否平稳交接，分离主义领导人将如何“出招”，加区面临关键一周。

重新界定加区自治权，不失为一种办法

30万人走上街头，参加反对“独立”大游行

新华社巴格达10月29日电（记
者魏玉栋）据伊拉克库尔德媒体29
日报道，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
马苏德·巴尔扎尼当天宣布从11月
1日起辞职。

作为公投的策划者和推动者，
巴尔扎尼遭受巨大压力。被触怒
的伊拉克中央政府屡次要求他下
台。据库区媒体鲁道新闻网报道，
巴尔扎尼在当天递交给库区议会
的信中说，他在 11 月 1 日后不会
继续担任库区主席。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举行独立

公投原本是巴尔扎尼巩固权力的一
步棋，他希望通过公投争取民心，统
一民意，继续掌权，但现在看来这步
棋走错了。

巴尔扎尼说，改变库区主席任职
的相关规定或者延长库区主席任期
都是不可接受的。

按照法律规定，库区议会选举
和主席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每位当
选主席最多只能担任两届主席。巴
尔扎尼在2005年至2013年担任两
届主席。在2013年巴尔扎尼任期届
满后，库区各政党围绕他能否继续连

任意见不一，库区主席选举未能如期
举行。从那至今，巴尔扎尼一直担任
主席职务。

今年 9 月 25 日，库区不顾各
方反对举行独立公投。对此，伊
拉克国民议会当天通过决议，要
求政府采取措施反制库区独立公
投，措施之一就是将政府武装力
量部署到库区行政管辖范围外的

“争议地区”。
10月24日，库区议会决定将自

身任期延长8个月，同时将库区新议
会和主席选举推迟8个月。

策动公投失算

伊拉克库区主席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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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加泰罗尼亚地区爆发声势浩大的反独立游行示威活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塔什干10月30日电（记者沙达提）中
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际陆路货运试运
行启动仪式30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
行。中国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成平、乌外贸部部长
加尼耶夫、吉交通道路部部长卡里洛夫出席并致辞。

加尼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三国启动陆路货运
试运行仪式，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三国睦
邻友好，挖掘互利合作潜力，造福地区人民来说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成平说，启动“中吉
乌国际陆路货运试运行”，既是落实三国元首关于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识、推动三国运输合作
的具体行动，也是拓展三国经贸合作、构建区域经
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中吉乌三国国际陆路货运线路起点为乌兹别
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途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终
点为中国新疆的喀什，全程约900公里。

中吉乌国际陆路货运试运行
启动仪式在塔什干举行

据新华社10月30日电 肯尼亚独立选举和
边界委员会30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朱比利党
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重新举行
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肯尼亚现任总统肯雅塔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10月29日，在德国汉堡一个鱼市场，洪水淹
没街道。

从28日夜间起，德国遭遇强风暴袭击，造成
中部和北部大面积地区交通受到影响。

新华社/路透

10月29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沙特
外交大臣朱拜尔（中）出席一场多国外长和总参谋
长联席会议。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29日在沙特首
都利雅得举行多国外长和总参谋长联席会议，协
调在也门的军事、外交和人道主义行动。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10月30日电（记者闫子敏）在中国外
交部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0月30日
上午，韩国外长康京和在接受国会质询时表示，韩
国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的现有立场没有变
化；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
韩国政府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重视韩方这三
方面的表态。中方一贯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
德”系统。“希望韩方把上述承诺落到实处，妥善处
理相关问题，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平稳健康发
展轨道。”

中国外交部：

希望韩方把涉“萨德”等问题
有关承诺落到实处

10月29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获释印度渔
民抵达火车站。

巴基斯坦信德省政府29日释放了68名被关
押的印度渔民。 新华社/法新

巴基斯坦释放68名印度渔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