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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一些主要反对派团体和
库尔德党派没有参加索契对话，包
括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叙利亚反
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和由美国支
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尽
管这样，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仍积极评价和谈意义，认定
它是叙利亚“实现和平迈出的重要
一步”。

“没人想过把叙利亚所有政治
力量无一例外都聚在一起的可能
性，”他说，“两三个组织没参加不
会（给叙利亚问题）带来巨大悲剧
性后果。”

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日内瓦谈判
和叙利亚国内和平进程，俄罗斯、土
耳其和伊朗三方倡议召开叙利亚全
国对话大会。分析师说，虽然索契

对话就制定新宪法等议题取得突
破，但在叙利亚境内武装冲突持续、
各方妥协意愿不大、外部势力地缘
政治角力加剧背景下，叙利亚政治
进程难言乐观。

按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说
法，不少索契对话与会代表提议再
举行一次类似会议，地点可在叙利
亚国内。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也门临时首都亚丁的官员30
日说，经过两天的激烈交战，也门南
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力量当天突破
也门政府军的防守，已经占领亚丁，
并控制了亚丁全部军事基地、银行
和港口。

也门安全官员说，总统府中的也
门总理及内阁成员准备逃离亚丁。

提出总理艾哈迈德·本·达格尔
及其内阁下台的要求但未获满足，

支持“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人员
28日进攻政府军，双方在亚丁爆发
激战。29日，多支南方分离主义武
装赶赴亚丁支援。法新社报道，交
火双方29日晚上激战，都动用坦
克、大炮等重武器。

在已经持续两天的冲突中，
“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逐渐占得
上风，攻占政府办公建筑和多处军
事设施，30 日推进至总统府门

前。也门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
尔·哈迪眼下身处沙特阿拉伯，总
理达格尔及部分内阁成员在总统
府中。

美联社报道，守卫总统府的沙
特阿拉伯军人阻止“南方过渡委员
会”武装人员入内。多名也门安全
官员称，达格尔和内阁成员打算撤
离亚丁，前往沙特阿拉伯。不过，
一名也门政府高级官员否认达格

尔打算出逃。
与此同时，路透社也以多名

“南方过渡委员会”人员为消息源
报道，双方就达格尔政府安全撤离
亚丁谈判。

也门内战爆发后，南方分离
主义武装一度与政府军联手，抵
抗胡塞武装向也门南方发动的强
大攻势。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后，
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与哈迪政府矛

盾爆发。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驻也门官员

29日说，36人在冲突中死亡，185人
受伤。

也门政府已经请求沙特主导的
反胡塞武装联盟介入。这一联盟
30日发表声明，敦促双方立即停
火，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
亚丁的稳定和安全”。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1月30日晚在俄罗斯海滨城市
索契闭幕，最大亮点莫过于与会代表同意设立叙利亚宪法
委员会，着手制定新宪法。

分析师说，一些叙利亚反对派团体没有参加对话，今
后是否加入宪法委员会、参与宪法起草仍是未知数。

大约1500名叙利亚各界代表
当天参加对话大会，各方在会后发
表声明和呼吁书。不少媒体认定，
除承诺尊重叙利亚主权、独立、统
一和领土完整并呼吁尽快结束当
前冲突，决定设立叙利亚宪法委员
会是重要成果之一。

大会上，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
代表就设立宪法委员会达成协议，
同时初步确定150名委员会成员
候选人。这份协议将在瑞士日内
瓦落实，候选人名单将交给联合国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
米斯图拉，由他牵头决定委员会权
限、规程和成员遴选标准。

德米斯图拉说，索契对话成果
是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叙利亚和
平谈判进程一部分，他会尽快磋商
并拟定一份45人至50人的委员

会成员名单，由后者依据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第2254号决议精神起草
新宪法。

“我们正从理论走向实践，”德
米斯图拉告诉记者，“我们先前从
未促成（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讨
论（制定）新宪法……我认为我们
（现在）做到了这一点。”

德米斯图拉没有给出具体时
间表，称叙利亚各界、尤其是没有
参加索契对话的反对派团体将“实
质性参与”委员会构成和工作。

被问及起草叙利亚新宪法先
于推动政治过渡的原因时，他反
问道：“我们难道要忽视这样一个
事实，即我们确实有设立宪法委
员会……制定新宪法，从而带来
由联合国主导或监督下选举的机
会吗？”

难言乐观：政治角力加剧

有突破：设立宪法委员会

也
门 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占领临时首都亚丁

“反叛”武装兵临门前 也门总理要逃？

达格尔说，当天
的武装冲突是“严重
事态”，沙特主导的
打击胡塞武装多国
联盟必须介入。

求助时，达格尔
特别要求阿联酋发挥作

用。美联社报道，尽管阿联
酋是多国联盟的主导力量之

一，却与哈迪关系紧张，而支持祖
贝迪，向也门南方分离势力提供训
练和武器装备。

多国联盟前一天发表声明，呼

吁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同时开展
对话。

法新社报道，冲突爆发后，达格
尔向政府军指挥层传达哈迪的命
令，要求政府军士兵立即停火。“按
照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哈迪的指
示以及与阿拉伯（多国）联盟讨论的
结果……你们必须命令所有部队立
即停火”。

命令还要求政府军返回驻地，
同时要求冲突双方无条件撤出当天
各自占领的区域。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请求多国联盟介入

中东局势

索契对话大会助力叙和平进程

叙利亚起草新宪法现曙光

也门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开战

也门临时首
都亚丁 28 日爆
发武装冲突，一
方为也门总统阿
卜杜拉布·曼苏
尔·哈迪阵营，另
一方为南方分离
主义势力。这对
曾共同与北部胡
塞武装作战的盟
友爆发内斗，使
饱受内战之苦的
也门面临更复
杂、严峻的局势。

忠于哈迪的武装与南方分离派
武装当天在亚丁市内激战，后者占
领了政府建筑和一座军事基地。法
新社援引多名也门安全官员和居民
的话报道，亚丁市内多数地区发生
交火，交火声激烈并且有空袭。

交火迫使学校停课，亚丁国际机
场关闭。机场管理当局撤离全部飞
机，以免它们在战火中受损。

伤亡人数说法不一。法新社援
引4家医院的消息报道，至少15人在
交火中死亡，包括3名平民；路透社援

引多名医疗人员的话报道，至少10名
武装人员死亡，另有30人受伤。

也门政府总理艾哈迈德·本·达
格尔发表声明，指认南方分离势力

“发动政变”，警告局势可能演变为
“全面武装冲突”。

可能演变为“全面武装冲突”

南、北也门1990年统一，数年后
短暂爆发南北内战，以南方失败结
束。2011年，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中，也门再次陷入动荡并爆发内战。

2015 年，胡塞武装占领首都
萨那并向南部推进，迫使逃至亚
丁的哈迪流亡沙特阿拉伯。随
后，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
区国家开始联合打击胡塞武装，
战事胶着至今。

内战中，南方分离运动再起。
去年4月，亚丁省省长埃达鲁斯·祖
贝迪被哈迪解职，随即于次月联合

一批南方政治、军事和部落领
导人组成“南方过渡委员

会”，对抗哈迪政府并推

动也门南方独立。
一周前，“南方过渡委员会”以

“腐败”为由，要求哈迪28日前解散
达格尔内阁。这一委员会还组织民
众，打算28日在亚丁举行反政府集
会，而也门政府27日下令，禁止在
亚丁举行一切形式集会、静坐和游
行，双方进而兵戎相见。

而数月前，胡塞武装与前总统
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之间的盟友
关系以后者被杀彻底瓦解。

也门政治强人萨利赫交出权力
后，与胡塞武装结盟反对哈迪政府，
但去年下半年双方矛盾升级，最终
刀兵相见，萨利赫逃往也门政府控
制区途中被胡塞武装打死。

局势乱上加乱

叙
利
亚

1 月 28日，在也门临时首都亚
丁，一名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人员
在警戒。 新华社/法新

乱中乱

381人受到传讯，仍有56人在押

沙特反腐风暴中
“和解金”达千亿美元

沙特政府30日宣布，持续将近3个月的大规
模反腐行动中，嫌疑人认缴“和解金”总额超过
1000亿美元，381人受到传讯，仍有56人在押。

按照总检察长沙特·穆吉卜发布的声明，根据
当前估算，和解金总额超过4000亿里亚尔（约合
1060亿美元）。和解金形式为不动产、商业实体、
证券、现金及其他资产。

去年11月4日，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成立以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
会，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
随后，数百名政军商界高官显贵被捕，包括一批王
子。同月9日，穆吉卜说，超过200人被捕，估计
涉案金额达1000亿美元。

沙特政府表示，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行动旨
在改善沙特的商业环境，将把收缴的不法收入用
于改善中低层民众生活。

穆吉卜30日说，381人在反腐行动中受到传
讯，其中56人仍然在押。获释人员或者被证明无
罪，或者达成和解协议。继续在押的56人身负其
他案件或者需要继续接受调查。

按照穆吉卜上次公布的在押人数，大约40人
在过去一周获释，包括沙特首富阿勒瓦利德·本·
塔拉勒王子。

阿勒瓦利德是沙特王国控股公司老板，身家
估值170亿美元，有“中东巴菲特”之称。他27日
获释回家。沙特官员披露，阿勒瓦利德与穆吉卜
达成和解协议，但是没有公开和解金数额。

获释前数小时，阿勒瓦利德在沙特首都丽思
卡尔顿酒店内的“囚室”接受路透社采访，称他没
有受到指控，而是自愿配合调查。他还否认沙特
政府要求他以60亿美元换取自由的报道。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这是1月31日在印度孟买拍摄的即将下水
的“卡兰杰”号潜艇（中）。

印度自行建造的第三艘“鲉鱼”级潜艇“卡兰
杰”号31日在孟买海军基地下水。

鲉鱼”级潜艇可进行各种反水面战、反潜战及
情报侦搜任务，隐形能力佳。

据报道，“卡兰杰”号潜艇与已经服役的“虎
鲨”号及正在海试的“卡尔瓦里”号一起，使印度海
军“鲉鱼”级潜艇初步形成战斗力。

新华社/路透

印度海军第三艘
“鲉鱼”级潜艇下水

重男轻女

印度2100万女孩“多余”
印度财政部29日公布的年度经济调查报告

显示，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很多印度家庭会不停
地生育，直到生下男孩为止。印度因这种情况而

“多余”出生的女孩估计有2100万人。
报告作者说，重男轻女是“印度社会需要反思

的事”。“相比生下女孩的家庭，有男孩出生的家庭
更愿选择停止生育”。“不停生育”以及对男孩的偏
爱会导致女孩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

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在许多家长眼
里，男孩长大后能挣钱养家，是家庭财产“继承
者”；女孩则是“经济负担”，出嫁时需要一大笔嫁
妆。女性结婚后，必须搬到丈夫家居住。

法新社报道，印度夫妇、尤其是女方承受极大
的生子压力。一些印度媒体甚至提供怀上男婴的

“秘诀”，比如床头摆放方向，每周在哪几天同房。
印度虽然禁止产前检测婴儿性别和选择性堕

胎，但这种做法屡禁不绝。
受选择性堕胎影响，印度上一次人口普查中

儿童男女比例为100：94。最新报告显示，旁遮普
邦和哈里亚纳邦的重男轻女观念最为严重。两地
7岁以下儿童中男女比例极不平衡，为120：100。

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2011年发表一
篇研究报告说，先前30年，印度估计多达1200万
女胎儿命丧选择性堕胎。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1月31日，“超级月亮”出现在泰国曼谷上空。
新华社/美联

“超级月亮”现身天宇

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一名逃离战火的妇女亲吻自己的孩子。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