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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阿卜杜拉强劲挑战和塔利班虎视眈眈，经济、止暴、反腐等问题待解

阿富汗大选在即，加尼连任之路不轻松
■本报记者 安峥

本周六，一拖再拖的阿富汗总统选举将迎
来投票日。这是 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推
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举行的第 4次总统选
举。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每次大选都伴随着没
完没了的暴力袭击和计票争议。 人们不由担
心，这次选举能否顺利启动、平稳落幕？人们更
有理由质疑， 阿富汗安全形势何时能有改观？

进驻 19年的外国军队何时能撤离？ 政治和解
进程何时能有突破？3700万阿富汗民众何时才
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塔利班暴力活动干扰大选

15年前，在美国的“精心指导”下，阿富汗
举行了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后的首届总统大选，

以民选方式选出了卡尔扎伊政府。随后，阿富
汗又在 2009 年和 2014 年举行了两次总统选
举。和前几次相比，本届选举有什么新特点？

也许，从上月开始阿富汗境内此起彼伏的
暴力事件、 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已经给出答
案。按照英国《独立报》的说法，这个动荡不安
的国家正在遭遇更多不确定性，安全威胁或将
贯穿整个大选进程。

半岛电视台称，近段时间，各种形式的暴
力活动处于高峰，甚至连总统加尼的竞选搭档
都遭遇袭击；与此同时，美军及阿富汗部队加
强了空中和地面打击。8月平均每天有 74人丧
生；过去一周，逾 150人在袭击中失去生命。此
前由于安全原因， 总统选举的日期已一延再
延。外界很疑惑，为什么越是大选临近，阿富汗
的安全形势就愈发恶劣？

中国中东学会高级顾问、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潘光指出，塔利班的
一贯态度就是反对选举， 选前放出袭击威胁、

加大攻击态势也是其历年大选的一贯做法，不
足为怪。更为特殊的是，美国本月初突然中断
了与塔利班为期一年的和平谈判，塔利班更要
用暴力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强硬。

“归根到底，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取决于美
国与塔利班和谈能否达成和平协议，以及塔利

班与阿富汗其他政治势力能否达成各方都能
接受的妥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
研究所副所长王世达指出，既然美国与塔利班
都无法谈成，那么阿富汗人内部对话就无从谈
起。客观上说，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再加上在
和平谈判破裂后，塔利班在喀布尔和其他地区
发起一系列轰动性的武装袭击；“伊斯兰国”近
来又在阿富汗“认领”了多起袭击，毋庸置疑，

阿富汗安全形势是在恶化。

总统加尼有望连任？

在如此严峻的选举环境下，宣布参选的 18

名候选人恐怕都没法轻松。

现任总统加尼正在冲击自己的第二任期，

他这次的竞选口号是“国家建设者”。半岛电视
台称，加尼来自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图族，生于
1949年，参加过两届大选，带有浓厚的美国背
景：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并
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任职。 按照阿富汗的选举
制度，如果他能得到过半选票，将直接获胜。如
果他没能达到“门槛”，那么得票领先的两名候
选人将一同进入 11月 23日的第二轮投票。

除加尼外， 另有几名候选人备受关注，比
如阿富汗政府长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 被视
为加尼最强劲的挑战者，生于 1960年，参加过
两届大选， 此次的竞选口号是稳定和一体化；

再如阿富汗前驻英大使艾哈迈德·瓦利·马苏
德，他是反苏联、反塔利班指挥官艾哈迈德·沙
阿·马苏德的弟弟；又如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
尔，他是一名有争议的前指挥官，被控在上世
纪 90年代犯下战争罪，已获政府赦免。

《卫报》认为，真正有机会获胜的只有两个
人：加尼和阿卜杜拉。在团结的表象下，两人之
间的激烈争斗已持续 5 年， 背后都有强劲的
“基本盘”。不少分析人士担心，此次选举将重
蹈 2014年的覆辙： 加尼和阿卜杜拉一同进入

第二轮角逐，但围绕计票结果僵持不下。最后，

在美国斡旋下，两人达成和解，同意设立“政府
长官”一职，由阿卜杜拉出任，作为政府部长间
会议主席；加尼则担任总统，领导内阁工作。

王世达指出， 从最近两次阿富汗选举看，

每次都没人能在第一轮中率先胜出；而在第二
轮投票中，败选的一方都会拒不认输，指责对
方舞弊。从目前看，应该说加尼、阿卜杜拉的优
势较为明显，但估计都很难得票过半。如果进
入第二轮，难保 5 年前的局面不会重演。两人
都有胜选的可能，很难说选情已经明朗。

“两人各有所长，也有一些共同点，”潘光
指出，加尼是普什图族的标志人物，阿卜杜拉
可以说是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的代表，两人都
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都是政坛“多面手”。其
实按照现在的职位安排，加尼是总统，阿卜杜
拉相当于总理， 也可以说是一种平衡状态。两
人也有可能会继续担任现有职务。

《卫报》指出，一些选民对加尼、阿卜杜拉
都感到厌倦。他们认为，过去五年里，两人未能
遏制暴力，未能阻止经济下滑，也未能解决遍
布全国的腐败问题。

舆论普遍认为，无论谁赢得选举，都将面
临艰巨的任务：外国军队撤离，进行停火谈判，

达成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 维护过去 20年阿
富汗在民主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等。

王世达认为，对阿富汗民众来说，民心思
定，安全仍是压倒一切的最大关切。与此同时，

阿富汗又是一个年轻人口占比很大的国家，年
轻一代自然希望国家经济能够得到发展，能提
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安全与发展是一种不可
分割、相互促进的关系，”潘光指出，比如，如果
能有好的合作项目将塔利班也囊括进去，塔利
班可能会停止攻击，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

除此之外，“美国也是阿富汗未来局势的
一大变量”，王世达指出，从特朗普上台前、上
台后的表态看，他并不想在阿富汗投入过多精
力、兵力和人力。尽管他宣称与塔利班的谈判
已经“死亡”，但从其一贯的做法看，这可能也
是某种“极限施压”的手段。从长线看，美方的
阿富汗政策目标依然是尽早“脱身”，因此谈判
是否真的“戛然而止”，还需要继续观察。

作为戴高乐政治遗产的继承者，造就了中法关系黄金十年

“最熟知中国的西方政治家”希拉克去世
■本报记者 廖勤 陆依斐

9月 26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去世，终年
86 岁。希拉克的家人称，26 日早晨，他在家人
及亲友的陪伴下平静辞世。这位曾提出“新戴
高乐主义”、 执掌最高权柄 12 年的法国前总
统，给法国和世界留下了哪些遗产和回忆？

平民总统

1932年 11月 29日，希拉克出生于巴黎的
拉丁区。他的父亲和母亲此前从法国中部的一
个村庄搬到巴黎。希拉克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

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１９７６年， 希拉克组建保
卫共和联盟并任主席。

在出任巴黎市长并两度担任总理后，1995

年，希拉克迎来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击
败对手若斯潘，当选法国总统。2002年，他又成
功连任。至 2007年卸任总统时，他主政爱丽舍
宫前后长达 12年。

希拉克被视为法国正统戴高乐主义的最
后一位代表人物，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反对
强权，追求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纽约时报》认为，希拉克的一生有三点令
人印象深刻： 他反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

他有能力领导一个权力由左翼和右翼瓜分的

国家；他对欧盟的支持。在一本希拉克访谈录中，

希拉克透露， 自己曾经 36次警告时任美国总统
小布什不要发动伊拉克战争。

中国情缘

不得不提的是，希拉克的一生还被深深打下
中国的烙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对中国历
史文化的痴迷。他也为此被誉为“最熟知中国的
西方政治家”。

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毫不夸张地说，恐怕
连许多中国人都望尘莫及。

信手拈来几段佳话，就能一睹这位法国前总

统情迷中国文化的风采。

他对青铜器的知识达到专业水平，甚至能准
确判断中国青铜器的历史年代。

他能准确写出中国朝代纪年表，甚至对历朝
皇帝也了如指掌。希拉克访扬州时曾发生过一个
有趣的故事： 当别人认为隋朝只有两个皇帝时，

他却说隋朝有三个皇帝，后来查史料证明，希拉
克所言不虚。

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诗词，还能用法语即兴
背诵唐诗。

希拉克曾在欢迎中国国家元首的晚宴上吟
咏杜甫《客至》中的两句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
门今始为君开。”

在唐代诗人中， 他尤其欣赏李白和杜甫，还
曾计划撰写有关李白的电影剧本。

在担任总统期间，希拉克多次访华，中法关
系得到长足发展。有评论指出，作为戴高乐政治
遗产的继承者，希拉克对中法关系的发展留下了
深刻印迹，造就了两国关系的黄金十年。

“中国是离不开的邻居”

■本报记者 安峥

俄罗斯《独立报》网站称，在阿富汗问题
上，中国正在发挥关键的作用。

中方搭建互信平台
今年 7 月，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

国外长在伊斯兰堡举行会晤；同月，中方还
主办了“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巴基斯坦”四
方会议，呼吁启动阿富汗内部谈判；中国还
搭建起“中国、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四方
协调小组平台，帮助各方建立信任。

几天前，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
处主任巴拉达尔和他的几位助手来华， 中国
外交部官员同巴拉达尔一行就阿富汗局势及
推进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交换了意见。 中方
一贯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广泛包容
性和平和解进程，并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参与度增强
“中国是阿富汗问题重要的利益攸关

方，作为近邻，中国希望阿富汗和平稳定，不
希望外部势力的地缘博弈使其沦为大国的
博弈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
究所副所长王世达指出。

中国中东学会高级顾问、上海社会科学
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潘光解释道，一
方面，在阿富汗问题上，巴基斯坦方面能够
发挥较为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人多
次提到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中美此前也进
行了反毒、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多领域合
作。未来，中国或许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等平
台，与阿富汗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

在阿富汗前副外长贾维徳·鲁丁看来，

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是我们离不开
的邻居。”

这是 2006年 12月拍摄的希拉克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