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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1 日发表声
明，呼吁民众应对“暴徒和违法者”。这
是他连续第二天公开回应过去几天伊朗
多地的示威。

伊朗国家电视台同一天报道，安全
部队驱离了企图占领警察局和军事基地
的“武装示威者”。

发动民众发动民众

鲁哈尼1日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
声明：“有少数人呼喊违法、有悖民众意
愿的口号，玷污了革命的尊严与理念，我
们的国家将对付这批人。”

“批评与示威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我
们的国家自会应对这些暴徒和违法者。”
鲁哈尼说。

前一天，鲁哈尼首次回应多地发生
的示威，说民众有权利抗议和批评，但政
府不会容忍暴力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
为。

这一轮示威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
始发于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随
后蔓延至多座城市。示威者起初抗议
经济困难和腐败，后来把矛头指向政
府，反对伊朗的中东政策。12 月 30
日，示威蔓延至首都德黑兰。也有不
少民众走上街头，声援政府。截至 12
月 31 日夜，德黑兰的示威基本平息，社
会秩序基本稳定，但仍有大量警察在
德黑兰街头巡逻。

“一些武装示威者企图占领一些警
察局和军事基地，但遭遇安全部队的强
力阻拦。”报道没有说明事发地。

2020人死亡人死亡

伊朗多地爆发示威冲突。伊朗国家
电视台 2 日报道，伊斯法罕省前一天晚
上的示威冲突导致 9 人身亡，包括一名
伊斯兰革命卫队队员。至此，冲突导致
的死亡人数超过20人。

伊朗国家电视台 2 日报道，6 名袭
击者试图闯入伊斯法罕省一处警察
局，偷窃武器，与安全人员发生冲突
身亡。

此外，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队员
在纳杰法巴德遇袭身亡，死于猎枪枪
杀。一名 11 岁男孩和一名 20 岁男子
同样死于猎枪枪杀。约 100 人在伊斯
法罕省被捕。

电视台 1 日播放的画面显示，一
家私人银行遭洗劫、玻璃碎片洒落一
地；街头不少车辆被掀翻，还有一辆
消防车被纵火焚烧。另外，报道称，
12 月 31 日 夜 间 有 10 人 在 冲 突 中 身
亡。

此前，已有两名示威者在12月30日
冲突中身亡。

尚未介入尚未介入

1日，德黑兰街头平静，警察已经加
强戒备。美联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尚未介入。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1 日连续第
二天呼吁民众应对“暴徒和违法者”。鲁
哈尼此前谴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对伊朗示威发表干涉性言论，称特朗普
几个月前还污蔑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是
彻头彻尾的反伊朗分子，无权对伊朗人
民品头论足。

特朗普则于 1 日再次发表推文，
声援支持者之余，抨击伊朗“方方面
面都失败”，除了与奥巴马政府达成
一份“可怕协议”。特朗普政府一再对
此前达成的伊核协议嗤之以鼻，并威
胁撕毁协议。

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
划，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国际
原子能机构负责督查伊朗履行协议
情况。协议执行以来，伊朗经济状况
有所好转，伊朗石油恢复出口国际市
场，伊朗航空公司还签署了大笔买入
波音客机和空中客车飞机的订购合
同。

然而，普通民众生活尚未得到立
竿见影的改善。伊朗国内失业率居高

不下，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再次突
破 10%，尤其是蛋和肉类价格涨幅高达
40%，令民众感到不满。此外，伊朗政
府还在计划削减社会福利、上调燃油
价格。

以方帮腔以方帮腔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连续几
天在社交网站上“声援”示威，称伊朗
人民“似乎不愿再忍耐下去”，美国

“正密切关注”示威者的权利是否受
到侵害。此话引发伊朗政府严厉谴
责。

同为伊朗宿敌，以色列政府也开始
对伊朗局势“品头论足”。

以色列情报部长以色列·卡茨 1 日
接受以色列军队电台采访时说，“我当然
希望”伊朗示威者能“获得胜利”。那以
后，“许多针对以色列和整个地区的威胁
都将消失”。

被问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
亚胡为何没有效仿特朗普、更加直接地
力挺伊朗示威者，卡茨回答，以色列并未
干涉伊朗内政。

以色列一直声称伊朗核计划用于研
制核武器，多次威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
军事打击。以方还不满伊朗支持黎巴嫩
境内武装。伊朗则不承认以色列，官方
表态中通常以“犹太复国主义者”指代以
色列。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电 对美国《纽约时报》有关澳大利亚前外
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提供信息促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启
动“通俄”调查的报道，澳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1日没
有否认，他说澳美关系发展势头强劲，不会因这一报道受
影响。

英国《卫报》1日报道，《纽约时报》去年12月30日播
发唐纳促使联邦调查局启动“通俄”调查的报道后，特恩
布尔没有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任何一名官员
沟通，特恩布尔“一点儿也不担心”与特朗普的关系会因
此恶化。

“双边（澳美）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澳大利亚与美国在
多方面有密切、强劲的联系。”特恩布尔说。

《卫报》报道，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至今没有任命美国
驻澳大利亚大使，而特恩布尔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在
美国政治制度下，新政府通常会推迟驻外使节的任命。
我们无需因此担忧。”

《纽约时报》以美国和其他国家4名前任或现任官员
为消息源报道，2016年5月，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乔治·
帕帕佐普洛斯与时任澳大利亚驻英国大使唐纳在伦敦一
家高档酒吧见面，前者告诉唐纳，俄罗斯政府掌握特朗普
竞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澳
方把帕帕佐普洛斯的话通报美方。

同年 7 月，“维基揭秘”网站曝光近两万份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显示民主党高层有意“抹黑”希
拉里的竞争对手。希拉里竞选阵营称，内部邮件遭泄
露是俄罗斯所为，目的是助特朗普一臂之力。时任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也暗示俄罗斯有借机介入美国选举
的可能，命令联邦调查局就邮件内容遭泄露事件展开
调查。

《纽约时报》说，“这份来自美国最密切情报盟友之一
的第一手信息”引发联邦调查局警觉，是促使这一机构着
手调查“通俄门”的因素之一。

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伊朗多地
连日来发生示威，抗议矛头从经济和
民生困难转向政府和宗教领袖，引发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分析人士说，在
地区对抗、美国制裁的国际背景和国
内结构性矛盾下，伊朗经济承受巨大
压力。

【【多方制裁多方制裁 经济改革路难行经济改革路难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
所长孙德刚认为，伊朗发生大规模街
头示威，根源在于国内经济和民生难
题，也与西方制裁、封锁等外部压力
分不开。

哈桑·鲁哈尼 2013 年出任总统
后，2015 年就化解伊朗核项目引发的
争议达成全面协议，联合国、欧洲、美
国开始解除对伊朗绝大部分经济和
金融制裁，包括石油出口限制。伊朗
民众因此对鲁哈尼政府抱以厚望，希
望政府大力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促进
民生改善。

只是，两年多来，伊朗经济状况
虽有起色，但惠及民生尚未立竿见

影。
孙德刚说，伊朗经济改革和发展蹒

跚难行，外部压力一方面来自美国：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质疑核协议，以
伊朗研发弹道导弹、未执行全面协议为
由加大经济和金融制裁，令不少西方企
业望而却步，加大了伊朗吸引投资、增
加收入的难度。

外部压力还来自中东地区。2016
年 1 月沙特阿拉伯处决什叶派宗教人
士尼米尔，引发沙特与伊朗断交，巴林
紧跟沙特，阿联酋则降低与伊朗外交级
别。沙特带领几个海湾国家对伊朗实
施经济封锁，使伊朗推行经济改革的外
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结构矛盾结构矛盾 对外政策惹抗议对外政策惹抗议】】

伊朗的经济困境也与其对外政策
有关。孙德刚说，作为中东什叶派大
国，伊朗在这一地区与以沙特为首的逊
尼派阵营展开对抗，持续支持叙利亚巴
沙尔·阿萨德政府、也门胡塞武装和黎
巴嫩真主党，包括向这些什叶派政治力
量免费提供石油，还有报道称，伊朗每

年向巴沙尔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经济
援助。

孙德刚认为，这一政策虽有利于增
强伊朗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但加重了
国家的经济负担。特别是近几年国际
油价下跌和国际制裁致使伊朗财政收
入减少，鲁哈尼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
策。因此示威者不满伊朗在邻国投入
巨大资源，拖累国内民生。

内部压力还来自伊朗经济社会
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伊朗出生率很
高，七成人口在 30 岁以下，即大部分
人是在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出
生。孙德刚说，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
口意味着伊朗在增加就业方面面临
更大压力。这次示威的参与者有许
多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抗议失业率高
企。一些地区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几
十个百分点。

不过，尽管美国、以色列、沙特这些
“老对头”“场外助威”，希望伊朗生乱生
变，但孙德刚认为，目前国内外的压力
尚不足以危及伊朗的政治稳定。

新华社特稿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定于7日至12日就联合组阁作试探性谈判。谈
判在即，双方隔空论战，互指缺乏诚意。

这使外界对两党能否再度联合组阁产生疑问。一些
政界人士说，如果双方无法复活“大联盟”，默克尔必须考
虑组建少数派政府或重新举行选举。

没有诚意
联盟党和社民党领导人定于3日就组阁试探性谈判

召开准备会议。就在会议前一天，社民党副主席托尔斯
滕·舍费尔—京贝尔接受德国《帕绍新报》采访，对联盟党
领导人近期一些言论表示不满。

联盟党由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及
其姐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基社
盟上周泄露的一份文件显示，这一党派提议对大企业减
税，降低向寻求避难者提供的福利，而这些提议均与社民
党立场相左。

舍费尔—京贝尔说，保守派人士的提议将对组建新政
府起负面作用，让社民党对联盟党联合组阁的诚意起疑。

按舍费尔—京贝尔的说法，组建“大联盟”远不是理
所当然的事，现阶段不清楚双方能否在谈判中取得足够
互信。他说：“组建少数派政府仍是一个选项，虽然安格
拉·默克尔总理并不想承认这一点。”

重修旧好
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基社盟成员约阿希姆·赫尔曼

谈及社民党同样毫不客气。他接受德国丰克媒体集团采
访时说，基社盟坚持要求就吸收难民的数量设限，并且不
会接受社民党提出的“允许难民家庭赴德团聚”要求。

赫尔曼说，他所在的党派把弥合分歧、组建执政联盟
看成一种“责任”，希望社民党也有这种责任感。

联盟党是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自2013年以来，联盟
党一直与社民党联合执政。去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中，社
民党虽然保住第二大党的地位，但仅获20.5%的选票，为
这个中左翼政党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的最差战绩。

不少社民党人士认为，正是由于长期联合执政，该党
失掉自身特色，难以从保守党阵营中脱颖而出。社民党
主席马丁·舒尔茨随后多次宣称，将不再参与联合政府，
而是选择充任反对党。

随着去年11月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试探性
组阁谈判破裂，有关社民党与联盟党“重修旧好”的呼声
越来越高。随后，舒尔茨的态度出现“180度逆转”，释放
愿意参加组阁谈判的信号。 新华社特稿

伊朗多个城市近日爆发游行示威活动，这是2017年12月30日，在伊朗首都
德黑兰，警察阻止大学生参加示威活动。 新华社/美联

伊朗总统号召民众应对暴徒

伊朗内外压力大伊朗内外压力大

通俄门调查

源于澳大利亚小报告

德国两党

互指组阁互指组阁““没诚意没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