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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嫌工资太
低、计划辞职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如
今，首相还没走，手底下的通讯联络主
任和高级顾问先走了。而这一切，似乎
跟首相最亲密的女人和最倚仗的男人
的夺权战有关。

未婚妻西蒙兹和高级顾问多米尼
克·卡明斯，谁才是对约翰逊影响最大
的人？

““最强大脑最强大脑””辞职辞职

在通讯联络主任李·凯恩没能获得
办公厅主任一职，11 日提出辞职后，
鲍里斯·约翰逊的高级顾问、与凯恩走
得很近的多米尼克·卡明斯也递交了辞
职信。

对约翰逊来说，卡明斯辞职无疑
是一记重拳。曾带领“脱欧”派赢得
2016 年“脱欧”公投，助力约翰逊拿
下去年大选的卡明斯，被称作政府幕
僚“男团”中的“最强大脑”。

英国媒体认为，一旦卡明斯正式
离职，约翰逊政府可能将在“脱欧”后和
欧盟谈判的关键时刻迎来一波官员离职
潮，比如包括副首席代表刘易斯在内的

“脱欧”谈判团队成员，以及首相的首席
战略顾问爱德华·利斯特等。

这一切始于约翰逊选定的首相府新
闻秘书。为了改变主要依赖幕僚“男
团”的形象，约翰逊任命了未婚妻凯莉·
西蒙兹青睐的人——曾供职于英国媒体
的斯特拉顿。

但首相府新闻秘书直接对接首相，让
当通讯联络主任的凯恩很不满，感觉受到
了排挤。为了安抚和挽留凯恩，约翰逊提
出要让凯恩升任办公厅主任。而这又招致
了西蒙兹的不满，她对凯恩的资历和对待
同事的态度提出质疑。

““后宫后宫””高调干政高调干政

如今，凯恩迫于压力走了，卡明斯
用辞职相威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
逊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更何

况，西蒙兹与卡明斯不和，早就是首相
府公开的秘密。

如果抛弃卡明斯，选择未婚妻，会
有人质疑谁才是首相府真正的“老板”。
一名工作人员评论：“每个人都问‘谁是
她的下一个目标’，看起来高级职务的
任命现在都必须由西蒙兹批准。”甚至
有肢体语言专家称，约翰逊的未婚妻看
起来才是实权人物，她看约翰逊的模样
就好像是在看一个“顽皮的小学生”。

“他在政府中留下了真空，然后让卡
明斯和未婚妻填补了这一空白。”一名保
守党议员失望地说。无论是西蒙兹还是
卡明斯赢得这场夺权战，对于一些英国
议员而言，“这就像一部糟糕的肥皂剧剧
本”。

英国保守党内部早已有不少人对
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政策沟通缓慢、混
乱感到不满。反对党工党发言人更是
丝毫不留面子地直指政府内部的“职
务争夺就像袋中老鼠抢食”，“缺乏焦

点、能力不足拖住了英国”。

挑战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眼下，约翰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首先是严峻的疫情形势。进入11月后，
除了11月2日以外，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始终保持在2万例以上，12日更是新增确
诊病例33470例，创疫情暴发以来的新高。

其次是不断下滑的经济。最新数据显示，英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经历了第二季度创纪
录萎缩之后，第三季度环比增长15.5%，但同比
下滑9.6%。

最后是难解的“脱欧”。尽管英国和欧盟
有关“脱欧”后关系的拉锯战还在继续，但分
析人士称，随着11月15日最后期限将至，卡
明斯、凯恩为代表的强硬“脱欧”派在英国政
府中势力衰弱，约翰逊需要立刻作出决定：
是向欧盟妥协，还是放任谈判破裂？

派系争斗加上现实的困境，让许多英
国人对政府的未来不抱希望。

本报综合消息

唐宁街宫斗：首相背后的夺权战
新华社新德里11月13日电 印度和巴基斯坦

方面13日证实，印巴双方军队当天在克什米尔实
际控制线附近发生交火，双方互有伤亡。

印度陆军发言人证实，交火导致印方3名军人
和3名平民死亡，另有3名军人和2名平民受伤。

巴基斯坦三军公关部发表声明说，巴方有一名
平民在交火中丧生，另有3名平民受伤。

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近来在克什米尔实际控
制线附近多次发生交火，并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停火
协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均主张对克什米尔拥有主
权。自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曾为争夺克什米
尔地区爆发两次战争。2003年，双方在克什米尔
实际控制线一带达成停火协议。

新华社莫斯科11月13日电（记者张
骁） 俄罗斯总统普京 13 日表示，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 地区战斗行
动 造 成 包 括 平 民 在 内 的 4000 余 人 死
亡、8000 余人受伤，另有数万人沦为
难民。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
京当天与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等就解决纳卡地区人道主义问
题召开会议。普京表示，9 日签署的纳

卡地区停火协议制止了流血，稳定了局
势，现在重要的是帮助纳卡冲突地区饱
受战乱之苦的平民恢复正常的和平生
活。他还表示，希望不要再用“冲突”
一词形容纳卡地区局势。

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
领导人 9 日签署声明，宣布纳卡地区从
莫斯科时间 10 日零时 （北京时间 10 日 5
时） 起完全停火。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

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阿
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
爆发战争。1994 年，双方就全面停火达
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
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今年 9 月
27 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卡问题
爆发新一轮冲突。10 月，亚阿两国在有
关国家斡旋下先后三次达成停火协议。
但停火协议生效后，双方均指责对方违
反协议发动攻击。

法国政府13日宣布，在马里执行反恐
任务的法国部队击毙一名极端组织高级头
目。13日正是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发生5周
年纪念日。

“重大胜利”
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在一份

声明中说，法军出动直升机和地面部队，击
毙极端组织“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高
级指挥官阿格·穆萨，“是反恐斗争中的一
次重大胜利”。

帕利说，穆萨是萨赫勒地区极端武装
中的关键人物，指挥了数起针对马里军队
和外国驻军的袭击。

穆萨曾是一名马里军人，后转而为
极端武装效力，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分
子。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的资料显
示，他 2017 年开始成为“支持伊斯兰教
和穆斯林”首领的左膀右臂，负责指挥
行动。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近
几年多次在马里和其邻国布基纳法索
袭击士兵和平民。

穆萨于 10 日被法军击毙。法军发言
人弗雷德里克·巴尔布里说，在距马里东部
城镇梅纳卡 100 公里处，法军试图拦截穆
萨所乘汽车，对方突然开火。双方交火15
分钟后，穆萨及车上另外4人全部被歼灭。

此外，法军12日在马里中部城镇莫普
提以东180公里处与另外一群隶属上述组
织的武装人员交战。法军说，在战机支援
下，经过数小时战斗，他们共打死30 名武
装人员。

法国国防部宣布消息这天是巴黎系列
恐袭发生 5 周年纪念日。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多地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造成
130人死亡、350人受伤。

继续打击
2012年以来，极端武装在马里北部掀

起反政府暴力活动，随后蔓延至马里中部
以及邻近国家，数以千计军民在暴乱冲突
中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法国2014年8月启动“新月形沙丘”行
动，又称“巴尔汉”行动，向萨赫勒地区派遣

部队，与当地国家协同打击恐怖和极端组
织。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
和尼日尔2014年12月成立萨赫勒五国集
团，2017年开始组建一支联合部队。法军
今年2月向该地区增派600人，驻军总人数
达到5100人。

今年6月，法军在马里北部击毙“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头目阿卜杜勒-马
利克·德鲁克德勒。该组织是“基地”组织
北非分支，但与“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处于敌对关系。

法新社报道，该地区不少国家难以保
障边远地区领土安全，军事行动后的胜利
果实难以维持，极端武装利用这一弱点一
再卷土重来。

法军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法国打算
裁撤部分驻军，给一支欧洲联盟国家组成
的联合部队“腾地儿”。这一联军代号为

“塔库巴”。法国防长帕利7月说，部分联
军当月将部署至马里。

新华社特稿

正在突尼斯举行的新一轮利比亚政治对话13
日取得切实成果：利比亚冲突双方代表同意在明年
12月举行全国范围的选举。

主持对话的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理特
别代表斯蒂芬妮·威廉姆斯当天通过网络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上述消息。

威廉姆斯说，选举日期定在明年12月24日，即利
比亚宣告独立70周年日。她说，利比亚人不想看到
外部势力存在，“非常希望重新拿回主权”。

2011 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动
荡，两大势力割据对峙。民族团结政府和支持它的
武装力量控制首都的黎波里等西部地区，国民代表
大会则与“国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
部主要城市及西部部分城市。

民族团结政府获得联合国承认，得到土耳其和
卡塔尔等国支持；“国民军”获得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埃及、俄罗斯和法国等国支持。

9日开幕的政治对话旨在促成搭建过渡框架
和组建临时政府，为后续选举做准备。由联合国挑
选的75名与会代表来自利比亚各派别。

威廉姆斯11日说，与会代表同意不晚于18个月内
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她13日警告说，如果哪方破坏
对话成果，国际社会将动用制裁等手段予以惩罚。

促成对话的斡旋机构人道主义者对话中心说，
新政府不需要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信任投票表决。

突尼斯对话举行的同时，由利比亚冲突双方代
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正在利比亚中部城市苏
尔特谈判停火协议执行条款。苏尔特是利比亚前
领导人卡扎菲的家乡，也是眼下东西两大割据势力
控制范围的分界地。

在联合国调停下，利比亚冲突双方10月23日
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决定在利比亚全境实
行“完全和永久”停火。新华社特稿

法军击毙西非极端组织头目法军击毙西非极端组织头目

普京普京：：纳卡地区战斗行动造成纳卡地区战斗行动造成40004000余人死亡余人死亡

利比亚冲突利比亚冲突
双方同意明年双方同意明年1212月选举月选举

印巴在克什米尔交火印巴在克什米尔交火
各有伤亡各有伤亡

卡明斯卡明斯 约翰逊与未婚妻西蒙兹约翰逊与未婚妻西蒙兹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1月14日电（记者王守
宝）埃塞俄比亚政府设立的“紧急状态事实核实平
台”14日发布消息说，阿姆哈拉州两座城市13日晚
遭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火箭弹
袭击。

消息说，火箭弹袭击造成阿姆哈拉州首府巴赫
达尔市和著名旅游城市贡德尔市的两处机场部分
区域损毁。

埃塞俄比亚政府未透露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
亡。

近日，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局势日益紧张。本
月4日凌晨，“提人阵”武装人员袭击了位于该国北
部提格雷州的国防军基地，并企图抢夺军方的重武
器。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4日说，政府已对该组织
采取军事行动。部长理事会4日决定在提格雷州
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6日，国防军在提格
雷州实施了空袭。有媒体10日报道，国防军已打
死550名“提人阵”武装人员。

“提人阵”是原执政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
主阵线的核心政党，曾实际控制国家政权。2019
年12月，总理阿比正式成立新执政党埃塞俄比亚
繁荣党，把“提人阵”排除在外。此后，两党矛盾不
断加剧。

埃塞俄比亚两座城市遭火箭弹袭击埃塞俄比亚两座城市遭火箭弹袭击


