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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總理下臺 兩伊聯盟破局

當局操縱族群                         
不在意人民生死

這波抗議潮是自從美國為首

盟軍於 2003年推翻遜尼派獨裁者

海珊以來，掌握國家機器的什葉

派統治階層所面臨的最錯綜複雜

挑戰。

一度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第 2 大產油國的伊拉

克，經歷數十年衝突與暴力，以及

伴隨而來的貪腐橫行後，經濟狀況

日趨嚴峻，失業率高居不下。根據

世界銀行統計，每 5名伊拉克人中

就有一名窮人，年輕人失業率高達

25%。民眾要求改善公共服務、

增加就業機會的訴求日趨高漲，

對於當前伊拉克政府與政治人物

「只會操弄族群政治，卻不在意人

民生死」的結構性貪腐，更是無

比憤怒，最終逼使忍無可忍的年輕

人走上街頭，但不為所動且深受伊

朗支持的馬赫迪政權，不但拒絕

對話，甚至接受德黑蘭鎮壓命令，

採取了武力鎮壓手段，縱容伊拉克

軍閥哈迪．阿米里以無差別開火暴

行，在歷經 8週的抗爭中，殺害了

逾 400位手無寸鐵的抗議人士，

另有 1萬 5千多人因此受傷，並於

南部納西里耶市（Nasiriyah）爆

發的反政府示威活動，伊拉克安

全部隊再度以武力鎮壓，造成了

46人死亡，成為延燒伊拉克全境

的抗議潮自 10月 1日爆發以來，

最血腥的一天。

伊拉克宗教最高精神領袖為

此終於表態，強烈譴責了阿卜杜

勒‧馬赫迪政府對示威活動的處

理方式。受此影響，阿卜杜勒‧馬

赫迪 11月 27日終於宣布辭職，

國會於11月29日通過不信任案，

接受辭呈。

從反貪救國                        
到驅逐伊朗恢復主權

這股來自以遜尼派為主的北

方抗議潮，最初的起因是源自於民

眾對經濟困頓與貪腐橫行的不滿，

但當延燒到以什葉派為主的南方

時，激盪出這波自示威潮爆發以

來，最強烈的反伊朗情緒。在當局

殘暴的武力鎮壓下，「反貪救國，

發洩不滿」的模糊口號，演變成具

體而具衝擊力的「解散國會重啟大

選」、「驅逐伊朗恢復主權」，以

及「修改憲法還政於民」。

示威民眾朝伊朗最高領袖哈

米尼和伊朗聖城部隊（Al-Quds 

force）指揮官蘇雷曼尼肖像進行

攻擊的畫面，處處可見。抗議民

眾甚至在 11月 27日深夜攻擊伊

朗駐聖城納加夫的領事館，扯下

伊朗國旗並對領事館縱火，伊朗

外交官和雇員則倉皇從後門逃離。

據中央社報導，聖城部隊是

伊朗革命衛隊負責國外行動的特

種部隊，被視為伊朗干預伊拉克的

推手。蘇雷曼尼曾多次在巴格達和

什葉派聖城納加夫召集會議，藉

以勸服伊拉克政治派系對馬赫迪

團結相挺。就連善於煽動且一度要

求馬赫迪下臺的伊拉克什葉派教

士薩德，都因此回頭力挺。一度打

定主意辭職的馬赫迪，在伊朗壓力

下，因此被迫繼續作倀。

伊朗滲透不遺餘力                   
人民不分教派覺醒抗爭

自從 2003年遜尼派獨夫海珊

垮臺以來，這個什葉派人口占 2/3

多數的國家政權，即掌握在該派

系手中，當局無視於兩國間的世

仇與美國的立場，而常與同為什

葉派的德黑蘭沆瀣一氣。倫敦中

東問題專家便指出，自從 2003年

以來，伊朗持續支持貪腐、偏狹、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歷經伊拉克人民長達兩個月的持

續流血抗爭後，受伊朗當局支持

的伊拉克總理馬赫迪，在包括伊

拉克最高宗教領袖等各方壓力

下，終於在11月29日下臺。而這也
將改變當前中東的局勢，如過街

老鼠般的伊朗勢力，或將因此淡

出伊拉克。

◆日本日前發生離奇綁架

案，嫌犯 37歲的男子阪上裕明

被控涉嫌誘拐 2名國中女生，並

讓她們住在他自己的套房中。不

過警方調查後發現，阪上並未與

2名女子同住，也未做出不法行

為，甚至未限制她們的自由，反

而提供不動產知識教材，供 2女

研讀，並且還會定期考試。阪上

裕明向警方供稱，他會透過推特

尋找有意離家出走的少女，希望

將她們變成「琦玉縣房仲專家」，

他的目標是在未來開設一間房仲

公司，希望如此能馬上招聘到一

群「地產菁英」。

◆美國特種部隊距離擁有水

下子彈邁進一大步！挪威 DSG技

術公司正在研發一種「CAV-X」

超空泡彈藥。與傳統子彈不同，

這種新型彈藥能在水中讓彈頭形

Foundation）副主席卡拉法諾

（James Carafano）對此撰文表

示，川普對阿富汗的突然造訪，

顯示美國優先政策並不意味著是

孤立主義的代名詞，川普推行的

是一種「川普主義」治國政策。卡

拉法諾說：「美國不管在甚麼事情

上都沒有退縮。」

卡拉法諾刊登在福克斯新聞

上的評論指出，到目前為止，每個

人都應該清楚，指稱川普是一個孤

立主義者是不正確的。「最近，當

川普宣布改變美國對敘利亞政策

時，他被指『放棄中東』。現在

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指控。」

「仍然認為川普抱著孤立主義

者？看看他本週簽署《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這和孤立主義吻合

他在阿富汗逗留了三個半小

時。期間他向巴格拉姆美軍空軍

基地 1500名美軍發表演講，與

士兵一起吃火雞、合影，並會見

了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

（Ashraf Ghani）；他同時也宣布

美國已與塔利班重啟和平會談。

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嗎？」川普總統承受著北京要求否

決該法案的巨大壓力，但他沒有

屈服。這與川普想拒絕自由世界

的說法有矛盾。

川普的阿富汗之行再次提醒

人們，為保護美國的利益，他願

意走到世界盡頭。阻止塔利班統

治阿富汗是維持和平和南亞局勢

評論：阿富汗之行證明川普並非孤立主義者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美國

總統川普於11月26日感恩節當天，
秘密訪問阿富汗，白宮為川普的

這次絕密訪問安排周到，設計了

種種掩人耳目的行程與公告，以

免外界起疑，確保維安。事後，

與總統同行的媒體報導了川普總

統阿富汗的行程細節。

無效率、衰敗的政治人物統治伊拉

克。這 17年來，反覆地在利用他

們，讓他們掌握權柄。一份遭揭露

的伊朗情報部門電文，更是鉅細靡

遺描繪伊朗自始如何野心勃勃地

致力介入伊拉克事務，努力滲透

進入伊拉克經濟、政治和宗教生

活，並透過金援與武裝，試圖操

縱伊拉克大宗的什葉派穆斯林政

黨，來把持伊拉克的國家政策。

然而，隨著戰後伊拉克青年

的成長與覺醒，年輕一輩對於「伊

朗老大哥」的不斷干政，卻也開

始感到極為嫌惡與不耐。示威者

憤怒的表示：「伊朗人把手伸到伊

拉克太久了，我們不是伊朗人的

附庸國⋯⋯我們拒絕伊朗對伊拉

克的干涉，這是不容談判的。伊

拉克青年不論宗教和信仰，不論

是遜尼派或什葉派穆斯林，不論

是基督徒或雅茲迪人，共同拒絕

這裡的伊朗勢力⋯⋯我們如同處

於伊朗的任期內，這根本就是某

種形式的殖民。」

巴格達政治學者指出，什葉

派聖城納加夫的事件，反映伊拉

克什葉派對伊朗看法轉變和支持

暴跌，縱使伊朗對當前伊拉克

政治和軍事領導人擁有深遠影響

力，但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對伊

朗的看法，已從情感的層面上生

變。而英國《獨立報》資深中東特

派員柯布恩也認為，伊拉克境內

的親伊朗勢力未竟其功，此一結

果可能牽動中東政治巨變。過去

讓美國及其盟友靠邊站的兩伊聯

盟關係勢將因此打破，美國與利

雅德多年來費盡心力而無法解決

的難題，竟然在伊朗與伊拉克這 8

週的暴行下畢竟全功。

對伊朗干政的厭惡與造成結構性貪腐的極度不滿，爆發伊拉克民眾持續兩個月的流血示威。(AFP）

寰宇新聞

民眾不分教派反伊朗干政  德黑蘭勢力將淡出伊拉克  中東局勢或改觀

穩定的關鍵，同時也能阻止如基

地之類的恐怖組織的復興。

川普與以往的美國總統的不

同之處在於，他既不尋求解決世界

所有問題，也不會忽視對美國利益

造成威脅的事情。他試圖做的事情

是建立一個可靠和可持續的全球

模式，向美國的對手清楚地表明，

美國絕不是一個軟弱的國家，也不

打算成為一個這樣的國家。

為此，川普已敦促盟國承擔他

們在和平與維穩方面的應盡的任

務。他推動美軍前進，不是去打一

些無休止的戰爭或扮演世界警察

的角色，而是捍衛美國的利益，並

與那些在和平、全球繁榮上與美

國持相同理念的國家，結成盟友。

卡拉法諾指出，阿富汗就是

川普主義的一個典型例子。川普

將美軍在那兒的任務，從打仗轉

移到為阿富汗人民提供建議和支

持。他承諾將堅持下去，為塔利

班提供了擺脫衝突的選擇。如果

塔利班願意與阿富汗政府進行和

平對話，那美國也願意。但同

時，美國將繼續為阿富汗政府提

供軍事支持並開展反恐行動。

川普向美國的所有對手：伊

朗、俄羅斯、中國和朝鮮，都提

出了類似的選擇。

卡拉法諾表示，總統的阿富

汗之行表明了他堅定的決心。毫

無疑問，川普也十分高興與他所

敬愛的部隊在一起，並讓他們知

道，美國對他們的服務和犧牲表

示感謝。

成一層包裹空氣泡，使不受阻力

影響，直接進行射擊。讓原本在

水中射擊僅能維持 2米有效距離

的傳統子彈，可以達到在 50碼以

內不會偏離目標超過 1英吋的精

準度。同時，還能維持水面上的

射擊運作，可謂兩棲彈藥，相較

下，俄羅斯所發展的 APS步搶就

僅能在水下使用。這讓未來海豹

部隊和其他特種部隊的水下戰鬥

將不再限制重重，有了新的戰鬥

方式。

◆英國倫敦橋 11月 29日發

生恐怖襲擊案。隔日，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宣稱，這是他們成員所

發動的，但沒有提出證據。這起

持刀襲擊案造成兩死三傷。倫敦

橋恐襲案遭擊斃的凶嫌為 28歲的

烏斯曼汗，他曾在 2012年因恐怖

主義罪名被判監，去年 12月獲假

釋。疑犯行凶前在倫敦橋附近參

加一項專為釋囚而設的計畫，並

對該計畫不滿，而選擇在該項活

動期間行凶。這起恐襲造成的兩

名死者，包括： 一名劍橋大學法

律系畢業高材生，他是該項釋囚

活動的一名籌辦人員。

◆阿爾及利亞將於 12月 12

日舉行總統選舉。前總統布特弗

里卡 4月在公眾壓力下辭職，

而這次參與總統大選的五名候選

人不是曾在布特弗里卡的政府任

職，就是布特弗里卡的支持者，

在在顯示這是一場「換湯不換藥」

的選舉，民眾擔心這場大選會鞏

固與前總統關係密切的政治人物

勢力，因此 11月 29日再度湧入

首都街頭，堅持當權派必須先下

臺，才能舉行總統大選。這波空

前的抗議潮已經延燒數月，撼動

全國。在連續第 41個週五的示威

活動上，維安人員以高壓水柱和

催淚瓦斯對付示威群眾。

◆蘇丹新政權聽從抗議群眾

的訴求，下令解散前獨裁總統巴

希爾的政黨伊斯蘭國大黨，並且

在蘇丹政黨名單中除名，沒收所

有黨產。蘇丹總理說：「這項決定

並非報復，而是為了維護蘇丹人民

的尊嚴，他們先前被缺乏誠信的

人打壓。」巴希爾 4月遭到罷黜。

該國人民先前的示威抗爭，造成

巴希爾下臺。巴希爾和他所屬的

伊斯蘭主義國大黨從 1989年 6月

30日開始統治這個非洲東北部國

家。今年上半年的全國性抗議運

動，導致巴希爾丟掉總統大位。

◆印度與日本首次安全會談

11月 30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

行，雙方就分享安全信息和提高

防禦能力進行磋商，範圍包括：

國土、糧食、燃料和軍備彈藥等

安全領域。總理莫迪還於隔日再

與日本高層官員進行會晤。印度

政府正在提高內部安全與防禦能

力的同時，也不斷加強與盟友的

對外安全合作。印度與美國、澳

大利亞、日本是「印度洋 -太平洋

安全戰略」的結盟國家。印度國

會近期通過大筆軍費預算購買巡

邏機，旨在加強海上巡邏和預警

能力。評論稱，印度當局多方努

力的背後，來自強化自身地緣優

勢與中共競爭的戰略考量。 

◆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地方法

院法官安‧唐納利（Ann Donne-

lly）於 12月 3日下令批准聯邦檢

察官提出的請求，即取消科爾在華

為案件中擔任首席辯護律師的資

格。在美國政府控訴的刑事案件

中，華為涉嫌以虛假陳述內容欺詐

欺騙匯豐控股有限公司和其他銀

行，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措

施。今年 5月，美國聯邦檢察官向

法院遞交了文件稱，如果科爾擔任

華為公司首席辯護律師，可能會利

用任職美國司法部期間獲得的特權

和接觸機密信息的渠道，來為華為

進行辯護。在擔任美國司法部副部

長期間，科爾不但監督，而且還參

與了有關華為案件的調查，這存在

著巨大的實質性風險及利益衝突。

（OLIVIER DOULIERY / Contri-
butor/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